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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团契小组节目表 
  

提多团契：『怀恩门徒深化讲座』 

提摩太团契：『Scripture』 

提门团契/提阿非罗团契  :〖世界视野 
- 瑞士〗 

  下主日小学级儿童崇拜 
  

 

〖儿童联合崇拜〗 

 

 

下周六崇拜事奉配搭（11 月 17 日） 

主席/读经  

领诗  

传译  

司琴  

迎宾  

招待 怀恩门徒深化讲座 

礼宾阁  

音响  

投影/灯光  

奉献司事  
 

  

下主日崇拜事奉配搭（11 月 18 日） 
主席/读经  
领诗  
司琴  
招待(大堂)  
招待(副堂)  
招待(三楼)  
一楼招待 联合崇拜暨执事就职礼 
迎宾(大堂)  
迎宾(三楼)  
礼宾阁  
音响  
投影/灯光  

奉献司事 

1)刘宝娣  2)卢丽华  3)吕昆泉 

4)陈秀英  5)陈月卿  6)刘月英 

7)樊玉燕  8)简玉芬  9)叶嘉仪
10)马丽明11)罗康翘12)罗希彤 

13)罗德恩14)雷卓琳15)黄咏欣 

16)朱晓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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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新朋友：1 

奉献总额：$6,099.50 
 

上主日崇拜 

出席人数：381 

新朋友：1 

奉献总额：$45,247.00 
 

上主日儿童崇拜 

出席人数：27 

奉献总额：$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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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0 日              下午 4:00 
  

主席：王一信执事         领诗：黄洁玲传道 
  

崇拜宣召 ▪ 诗 128:1 

同声颂主 ▪〖耶稣配得至圣尊荣〗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 
〖最好的福气〗 

同心感恩 ▪ 宣教代求 

使徒信经 

信徒奉献 

诵读经文 ▪ 可 4:35-41 

宣讲主道 ▪【掌管风浪的主】施朱霞牧师 

诗歌回应 ▪〖天地赞美〗 
欢迎来宾 ▪ 家事分享 

虔守圣餐 
三  一  颂 
领受祝福 
齐唱阿们 
宣告散会 

【主日崇拜程序】2018 年 11 月 11 日            上午 10:00 

主席：罗孝国弟兄         领诗：陈 义执事 
 

诚心默祷 ▪ 诚心敬拜 

崇拜宣召 ▪ 诗 128:1 

同声颂主 ▪ 赞美诗 7〖主爱浩大〗 

〖全地至高是我主〗 

同心感恩 ▪ 宣教代求 

信徒奉献 

献  诗 ▪〖人算什么〗 

诵读经文 ▪ 番 3:8-20 

宣讲主道 ▪【不一样的国度，不一样的态度】 

陈淑贞传道 

诗歌回应 ▪ 赞美诗 147〖当转眼仰望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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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11 月 18 日为联合崇拜，11

月 17 日的【周六崇拜】将暂停一

次。 

 下主日上午 9:30 举行【联合崇拜

暨 2018 年度执事就职礼】，诚邀

怀恩门徒深化讲座主题讲员张克

复牧师证道，讲题为『有你的名

字吗？』(西 4:7-18)。 

会见牧者 
  

粤语崇拜牧者团队的『会见牧者』

时间，十一月份是 22 日(周四)，欢

迎弟兄姐妹从个人层面或小组形式

致电：63326837 预约。 

儿童按手礼报名 
 

明年第一期儿童按手礼将在 1 月 13

日(主日)举行，凡立志遵照圣经真

理教养儿女成长的会友，请向粤语

崇拜牧者报名，截止日期为 12 月 9

日。 

浸礼报名 
 

明年第一期浸礼定在 2 月 16 日(周

六 )举行，凡已修毕慕道班课程并

有意受洗者，皆可报名。请向粤语

崇拜牧者报名，截止日期为 12 月 9

日。 
 

教会消息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表– 圣餐主日 
   

讲员：Pastor Daniel Tong 

讲题：What Do You Fear? 

经文：1 Peter 1: 17-19 

2018 年怀恩门徒深化讲座 
 

• 3 堂信息分别在 11 月 16 至 18 日

举行。讲座的题目为『从歌罗西

书看… 强化生命、实践使命』。

详情请浏览本堂网站。 

•【儿童节目】在第二堂、崇拜时

段及第三堂将同时举行；主题为

『至高无上的基督』，由于素娟

传道带领。欢迎就读小一至小六

的小朋友参加；家长们可到这个

网址为孩子报名： 

https://goo.gl/forms/hvJXmaVts

MyvOhDG2 

• 凡已报名参加【与讲员面对面】

座谈会的领袖们，请准时在 11 月

17 日(周六)下午 4:30 在五楼小礼

堂出席。 

• 讲座期间，一楼将摆设两个书摊

(分别是成人和孩子 )。这次我们

特别推介一些好书给弟兄姐妹分

享阅读，以家庭系列分三类：①

教会与领袖  ②夫妻与家庭  ③父

母与子女。有关书籍的简介，请

参阅夹在周刊中的附件，这些书

籍可以在书摊中自由购买  ，或在

讲座后放置于教会的图书馆以供

会友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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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传委员会会议：11 月 11 日(主

日)下午 2:00，101 室。 

 粤语崇拜委员会会议： 11 月

14(周三)晚上 7:30，102 与 104 室。 

 颂爱团契会议：11 月 17 日(周六)

上午 10:00，101 室。 

 执事暨教会领袖委员会会议：11

月 22 日(周四)晚上 7:00，107 与

109 室。 

 

 

 

 

 

 
 

差传消息  

南亚客工关怀事工活动@新加坡意外

援助中心 
 

鉴于 11 月 6 日屠妖节假期，南亚客

工关怀事工活动已改为以下日期： 

• 物理治疗-11 月 13 日和 11 月 27 日

（周二）晚上 8:00 至 10:00 

我们需要义工为受伤客工注册，测量

体重和血压，并协助物理治疗师进行

治疗。 

• 团契交流-11 月 20 日（周二）晚上

7:00 至 9:00 

每月举办晚餐团契，让你与客工结识

交朋友。 

请联络姚伟旋传道： 

suhandy.yao@gsccc.org.sg 

 

mailto:或电邮至lisa.chan@gsccc.or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