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主日崇拜事奉配搭 (10 月 20 日)  中国朋友团契 

〖自由活动〗 

10 月 19 日(周六)，下午 5:00 

联络：王振刚- 91181806(HP) 

zhengang2001@gmail.com 

主席 朱大康  

领诗 黄子匡  

司琴 石俊杰  

迎宾/领位 王兰 李玉珍  本主日青少年部节目表 

大专团契：『观赏电影』 
 

小砖团契：『祷告与分享』 

 

本主日儿童事工部崇拜表 
 

2-6 岁：『十诫』- 王嘉欣 
 

P1-P6：『短宣分享』- 余东海 

 

下主日儿童事工部崇拜表 
 

2-6 岁：『征服耶利哥城』- 王嘉欣 
 

P1-P6：『祷告系列  (一)』- 郑正升传道 

招待(周刊) 爱心屋生命小组  

音响 黄光培 莫琦勇  

灯光/投影 谭秉达  

奉献司事 爱心屋生命小组  

圣餐司事 
吴金丁 冼美华 黄伟华 

冯灏泓 余东海 

 

插花 朱丽莲  

家事报告 苏振中传道  

早餐服事 爱心屋生命小组  

主日协调员 池兴耀  

上主日崇拜人数：172 

儿童级：27 

 

上主日主日学人数 

青成级：103 

少年级：8 

儿童级：30 

 

上主日奉献总额：$7,437.00 

 
上主日新来宾：魏明 施淑慧 

郑春香 李国兰 

李淑金 

 儿童事工部 (主日) 

儿童崇拜(小学)  

儿童级(学前) 主日学 

儿童崇拜(学前) 

儿童级 (小学) 主日学  

  

8:30am, 407- 408 室 

8:30am, 404 - 406 室 

10:30am, 404 - 405 室  

10:30am, 401- 403 室 

 青少年事工部 (主日) 

少年级主日学 

青少年崇拜 

小砖团契 (少年) 

大专团契(青年) 

  

8:30am,  501 - 502 室  

10:00am, 507-509 室 

11:45am, 107 室 

11:45am, 109 室 

 成人主日学 (主日) 10:30am, 106-109 室 

 信仰探讨课程 (主日) 10:30am, 101 室 

 生命小组 按各区活动时间 

 中国朋友事工 (周六) 5:00pm, 206 室 

华语崇拜各类聚会  

〖华语崇拜主日崇拜程序〗2019 年 10 月 13 日  上午 8:30 

 

主席：施全华弟兄            领诗：徐格新弟兄 
 

【以口唱心和赞美主】 
  

崇拜宣召 ▪ 诗篇 98 : 1 - 2 

齐声赞美 ▪ 赞美诗 5 <亚伯拉罕的神> 

同心祷告 

齐声赞美 ▪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的话>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诚心奉献 ▪ <一切全献上> 

献诗赞美 ▪ <我爱慕你的律法> 
  

【以虚心受教敬拜主】 
  

诵读经文 ▪ 约翰福音 6 : 52 - 71 

宣讲主道 ▪ <神主权中的恩典 (2)>  罗天恩传道 

诗歌回应 ▪ 赞美诗 139 <生命之道极奇> 
  

【以关怀相交敬拜主】 
  

家事分享     苏振中传道 

领受祝福     罗天恩传道 

齐唱阿们 

默祷立志 

平安散会 
 

 

 

 

 

 

在崇拜中，请将手机设置为静音模式，谢谢合作！ 



家事报告 

欢迎新来宾 
  

衷心欢迎首次来参加本堂崇拜的来宾，

请您会后移步到一楼 101 课室，与我们

一同享用早餐，让我们彼此有多一些的

认识。我们也欢迎您参加每主日上午

10:30 在一楼 101 课室的《信仰探讨课

程》。我们将通过分享、讲解的方式与

您一起来探讨基督教信仰。 

崇拜预告 
  

下周日为圣餐主日，由陈方师母分享信

息：『让你的存在成为祝福』(徒 4:36-

37, 9:26-28, 11:19-24)；并由蔡耀杉牧师

支持圣餐。 

会议召开 
 

华语崇拜委员会会议：10 月 17 日(周四)

晚上 7:00，101 室。 

2019 年事工检讨会  
 

华语崇拜的牧者和委员们将在 10 月 19

日(周六)早上 9:00 至下午 1:00 在教会进

行事工检讨会，为整体和各部门的事工

反思、感恩、祷告。 
 

 

 

 

 

 

 

 

 

 

 

 

教会消息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 
  

讲员：Dr Jennie Fung (OMF International) 

讲题：Integrity at all Cost 

经文：Daniel 6 

教牧退修会 
 

将在 10 月 17 日(周四)假 Hotel Grand 

Pacific 举行，各崇拜牧者将分享明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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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联合祷告会 
 

定在 10 月 18 日(周五)晚上 7:30 于 1 楼

102 至 105 室举行。主题是《全球时事

/挑战的透视和反思》；我们将探讨周

边发生的时事对我们基督徒灵命上的影

响并在祷告中记念。鼓励弟兄姐妹预留

时间踊跃参加，安静主前预备心灵。撤

销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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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音乐事工部会议：10 月 20 日(主

日)下午 2:00，206 室。 

 差传委员会会议：10月 20 日(主日)下

午 1:45，507-509 室。 

 执事暨教会领袖委员会会议：10 月

24日(周四)晚上7:00，107与109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