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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团契小组节目表 
  

提多团契：『玩出品格力』 

提摩太团契：『 Scripture』 

提门团契/提阿非罗团契  :〖布道会〗 

  下主日小学级儿童崇拜 
  

〖你们是世上的光〗太 5:14 

讲员：关宝芝  主席：韩佩莲 

助教：马金兰  领诗：罗婉仪 
 

下周六崇拜事奉配搭（10 月 20 日） 

主席/读经 梁志彦 

领诗 关宝芝 

传译 黄绪华 

司琴 赞美小组 

迎宾 李凤莲 

招待 余桂枝/李玉玲 

礼宾阁 苏耀佳/冯锦仪 

音响 
林柏伦/苏文欣/陆素贞/ 

何耀伟/钟荣基/胡杰灵 

投影/灯光 
周允文/朱晓韵/曾钜祥/ 

陈志杰/张俊杰 

奉献司事 罗康翘/罗希彤 
 

  

下主日崇拜事奉配搭（10 月 21 日） 
主席/读经 潘培谦 
领诗 司徒雨榕 
司琴 刘慧贤/刘慧娴 
招待(大堂) 陈东来/陈洁瑜/曾展岚 
招待(副堂) 周志权 
招待(三楼) 吕惠琼 
一楼招待 谢名坤/司徒玉萍 
迎宾(大堂) 麦子凌/吴嘉沐/邹 颖 
迎宾(三楼) 黎静娴 
礼宾阁 爱加勉团契中二组 
音响 陈伟大/黄建华/王文炳 
投影/灯光 谭鉴俊/胡宏源/罗诗朗 
插花 陈燕娥 
奉献助理 曾广志/杜家智 

奉献司事 

1)周婷坤  2)苏莹珠  3)黄秀珍 
4)黄桂琼  5)潘慧欣  6)谢凤琴 
7)邓淑贞  8)诸惠芳  9)朱晓东
10)吕惠琼 

 

儿童事工部 
儿童崇拜 (学前) 
儿童崇拜(小学) 
儿童级 主日学(学前)   
儿童级 主日学(小学)   

 
10:00am, 207 室 (主日) 
10:00am, 407 室  (主日) 
10:30am, 205, 207 室  (主日) 
11:30am, 402, 403, 506 室  (主日) 

上周六崇拜 

出席人数：115 

新朋友：1 

奉献总额：$6,347.50 

 

上主日崇拜 

出席人数：393 

新朋友：5 

奉献总额：$43,620.45 

 

上主日儿童崇拜 

出席人数：32 

奉献总额：$94.80 
 

青少年事工部 
青少年崇拜 
提多团契 (中学) 
提摩太团契 (初院，理工) 

 
10:00am, 507-509 室 (主日) 
11:40am, 507 室  
11:45am, 509 室  (主日) 

提门/提阿非罗团契 
（大学，理工，职青） 

5:30pm, 407-408 室 (周六) 

成人主日学 
8:45am, 207 室; 9:00am, 108 室 
11:40am, 101-106, 108, 112 室 (主日) 

查经祷告组 按各区活动时间 

爱加勉团契 按各区活动时间 

颂爱团契 1:30pm, 102-106 室  (每月第一周四) 

【周六崇拜程序】2018 年 10 月 13 日          下午 4:00 
  

主席：潘培谦执事       领诗：卢志明弟兄 
  

崇拜宣召 ▪ 诗 121:1-2 

同声颂主 ▪〖宝座前的敬拜〗〖十架牺牲的爱〗 
〖喜讯〗 

同心感恩 ▪ 宣教代求 

使徒信经 

信徒奉献 

诵读经文 ▪ 诗 96 篇 

宣讲主道 ▪【传扬主的荣耀】蔡耀杉牧师 

诗歌回应 ▪〖喜讯〗 
虔守圣餐 

欢迎来宾 ▪ 家事分享 

三  一  颂 
领受祝福 
齐唱阿们 
宣告散会 

【儿童主日崇拜程序】2018 年 10 月 14 日 上午 10:00 

主席：罗湛亮执事         领诗：谭国伟弟兄 
 

崇拜宣召 ▪ 诗 121:1-2 

同声颂主 ▪ 赞美诗 17〖主手所造〗 

〖你的话〗 

同心感恩 ▪ 宣教代求 

儿童呈献 ▪ 诵经〖诗 23 篇〗 

献诗〖我是主的羊〗 

就 职 礼 ▪ 众老师宣读约章 

祝  福 

信徒奉献 

诵读经文 ▪ 诗 127:3-5 

宣讲主道 ▪【父母手中的箭】杜美卿传道 

诗歌回应 ▪ 赞美诗 24〖这是天父世界〗 
欢迎来宾 ▪ 家事分享 

三  一  颂 
领受祝福 
齐唱阿们 
宣告散会 



家事报告  

崇拜消息 
  

 下周六由施朱霞牧师分享信息：

『同奔前路』(来 12:1-3)。 

 下主日由罗天恩传道分享信息：

『无私的服事』(腓 2:19-30)。 

会见牧者 
  

粤语崇拜牧者团队的『会见牧者』

时间，十月份是 25 日(周四)，欢迎

弟兄姐妹从个人层面或小组形式致

电：63326837 预约。 

福音关怀(探访组屋居民)实践工作坊 
 

将在 10 月 20 日(周六)下午 1:00 在

一楼 106-109 室集合举行，内容包

括：分享福音探访「失智症患者」

的真实经历，接着便分组出发实践

信仰，约下午 3:45 完结。鼓励各位

来参加。如有查询，请与赖俊豪传

道或黄惠珊姐妹联络。 

 

教会消息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表  
  

讲员：Pastor Daniel Tong 

讲题：The Cause and The Reward 

经文：Acts 7:54 - 8:3 

 

 

教牧退修会 
 

将在 10 月 18 日(本周四)上午于 30 

Bencoolen 举行，各堂牧者将分享

明年的事工计划与需要，另有安静

代祷的时间。请在祷告中记念当日

的聚会，并求神让牧者们有一个美

好的团契时间。 

教会联合祈祷会 
 

定在 10 月 19 日(周五)晚上 7:30 在一

楼 102 至 105 室举行。当天将为新一

届的执事会成员、各堂委员的重组、

明年事工范围的焦点及跨堂事工祷告，

鼓励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参加。 

怀恩乐龄天地 
 

谨定在 11 月 8 日(周四)举办“钓虾”

户外活动，地点在白沙职总娱乐世界

(Downtown East, Pasir Ris)，时间从上

午 10:30 至下午 3:30；每位收费$20 

(费用包括钓虾、潮州粥自助午餐及

车费)。即日起可向余东海执事、黄

秀珍姐妹或陈素慧姐妹报名，截止报

名日期为 11 月 4 日。 

2018 年怀恩门徒深化讲座 
 

定在今年 11 月 16 至 18 日于本堂举

行。诚邀新加坡伊甸圣经长老会主理

牧师暨新加坡金链灵修神学院教务主

任张克复牧师担任讲员。讲座的题目

为『从歌罗西书看… 强化生命、实

践使命』。谨将各堂资料列写如下： 

第一堂 11 月 16 日(周五)晚上 7:30 – 

9:30「强化生命需知」华→英 

第二堂 11 月 17 日(周六)下午 2:00 – 

4:00「活出神国文化」华→英 

第三堂 11 月 18 日(主日)下午 1:00 – 

3:30「实践使命真义」华→粤 

另：在第二堂、崇拜时段与第三堂将

同时举行主题为『至高无上的基督』

的【儿童节目】，（由于素娟传道带

领）。欢迎就读小一至小六的小朋友

参加。 

征聘启事 
  

「差传传道 / 差传执行干事」 

详情请浏览本堂的网页。有意申请者

请联络陈倩玲姐妹， 

电话：63326833 

或电邮至 lisa.chan@gsccc.org.sg 

会议召开 
  

 粤语崇拜委员会会议：10 月 10 日

(周三)晚上 7:30，102 与 104 室。 

 颂爱团契会议：10 月 20 日(周六)

上午 9:30，101 室。 

 差传委员会会议：10 月 21 日(主

日)下午 2:00，407 - 408 室。 

 执事会会议：10 月 27 日(周六)，

上午 9:00，101 室。 

 教会音乐事工部会议：10 月 28 日

(主日)下午 2:00，206 室。 

 
 

差传消息  

台湾铜锣访宣队 
 

姚伟旋传道目前带领一支 11 人团队，

探访服侍台湾铜锣客家人。他们将在

10 月 16 日返回新加坡。请记念他们

的身、心、灵的健康。求主保守路途

平安。 

mailto:或电邮至lisa.chan@gsccc.or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