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主日崇拜事奉配搭 (11 月 17 日)  中国朋友团契 

〖自由活动〗 

11 月 16 日(周六)，下午 5:00 

联络：王振刚- 91181806(HP) 

zhengang2001@gmail.com 

主席 周素靖  

领诗 刘以期  

司琴 石俊杰  

迎宾/领位 李玉珍 宋美贞  本主日青少年部节目表 

大专团契：『卡片制作』 
 

小砖团契：『讲座：异端』 

 

本主日儿童事工部崇拜表 
 

2-6 岁：『所罗门的智慧』- 王嘉欣 
 

P1-P6：『短宣分享』- 差传部短宣队 

 

下主日儿童事工部崇拜表 
 

2-6 岁：『以利亚大胜巴力先知』- 王嘉欣 
 

P1-P6：『祷告(二)』- 杜美卿传道 

招待(周刊) 怀恩生命小组  

音响 陈文华 王振刚  

灯光/投影 陈丽端  

奉献司事 怀恩生命小组  

圣餐司事 
林耀贤 余东海 朱大康 

黄伟华 余丽莲 

 

插花 佘佩芬  

家事报告 杜美卿传道  

早餐服事 云彩轩生命小组  

主日协调员 余东海  

上主日崇拜人数：185 

儿童级：28 

 

上主日主日学人数 

青成级：91 

少年级：9 

儿童级：23 

 

上主日奉献总额：$12,351.80 
 

 

上主日新来宾：洪益洲 吴住盛 

王凌红 蒋宗沁 

庄德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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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0 日  上午 8:30 

 

主席：周慕仪姐妹            领诗：李瑞芬姐妹 
 

【以口唱心和赞美主】 
  

崇拜宣召 ▪ 诗篇 117 : 1 - 2 

齐声赞美 ▪ 赞美诗 17 <主手所造> 

同心祷告 

齐声赞美 ▪ <永恒之主> 

 <全新的你> 

 <来到你脚前> 

诚心奉献 ▪ <一切全献上> 

献诗赞美 ▪ <真神羔羊我来> 
  

【以虚心受教敬拜主】 
  

诵读经文 ▪ 歌罗西书 3 : 1 – 11 

宣讲主道 ▪ <活出新的你>            张传道 

诗歌回应 ▪ 赞美诗 142 <主奇妙恩救我> 
  

【以关怀相交敬拜主】 
  

家事分享     杜美卿传道 

领受祝福     蔡耀杉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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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蔡耀杉牧师分享

信息：『在挑战中仍有盼望』 (彼前

3:13-17)。 

圣诞福音晚会 
 

定在 12月 24日(周二）晚上6:00至 8:30 

在一楼副堂举办。当晚节目包括丰富的

晚餐、诗歌、游戏、相声、以及儿童节

目。请崇拜后在 102 课室外购买餐券，

成人和儿童每位收费一律$6。我们鼓

励积极邀请亲友一同出席。请联络黄晟

淙弟兄(手机：93291620)了解详情。 

浸礼报名 
 

凡已参加《基要信仰课程》，并已决志

相信主耶稣与清楚信仰者，可以申请在

2020 年 2 月 15 日(周六)的浸礼。请向

《基要信仰课程》老师索取报名表格，

截止日期为 12 月 8 日(主日)。 

儿童按手礼报名 
 

将在 2020 年 1 月 12 日(主日)举行，凡

立志要遵照圣经真理教养儿女成长的会

友，请向杜美卿传道或苏振中传道索取

报名表格，截止日期为 12 月 8 日(主日)。 

教会消息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 – 委员就职礼 
  

讲员：黄伟华弟兄 

讲题：Too Young to Build a Legacy? 

经文：1 Timothy 4: 6-16 

联合崇拜暨 2019 年度执事就职礼 
 

本堂定在 11 月 24 日上午 9:30 举行，

诚邀怀恩门徒深化讲座主题讲员吴道宗

博士证道，讲题为『真门徒的特色』

（约 9:24～34）。 

另：由于 11 月 24 日为联合崇拜，11 月

23 日的【周六崇拜】将暂停一次。 

教会联合策划会议 
 

执事会将在 11 月 16 日(周六)上午 9:00

至下午 2:00，在一楼副堂与各事工委员

举行『教会联合策划会议』；目的是让

各委员在事工计划上彼此配合，以致更

有效去运用教会的资源与协调各事工的

运作。请在祷告中记念。 

2020 年全教会主题 
 

本堂教牧和执事经过等候与商讨，拟定

2020 年的全教会主题将沿用 70 周年纪

念的主题【蒙福、祝福】；请会众在

祷告中记念，并在事工上全力配合。 

教会音乐事工部 
 

 将在 11 月 12 日(周二)下午 12:30 在大

堂举办『午间音乐会』。特邀女中音

歌唱家许翠珠姐妹独唱和分享个人信

仰见证。请弟兄姐妹邀请未信主的亲

戚朋友一同出席。详情请参阅夹于周

刊内的附页。 

 将在 12 月 21 日(周六)晚上参与由

Celebrate Christmas In Singapore (CCIS)

举办的圣诞报佳音活动；欢迎有兴趣

参加的弟兄姐妹报名。第一次彩排将

在 11 月 17 日(主日)下午 2:00 在 206

课室举行。详情请联络徐格新执事

（hp: 93857082)。 

怀恩乐龄天地 
 

将在 11 月 12 日(周二)下午 2:00 至 3:00

在一楼副堂举行福音小调歌曲（十架恩）

与见证分享；由来自美国三藩市湾区十

架 恩 布 道 团 （ Amazing Grace Opera 

Ministry）的 Sandra 姐妹和 Alex 弟兄分

享。欢迎各位邀请亲友一同来参加。 

图书视听资源事工 
 

为鼓励儿童和青少年阅读书籍，教会图

书馆将让青少年和儿童（尚未有会友证

者）可以使用以下的方式登记后借书： 

1. 借书人的姓名（青年或儿童）或 

2. 借书人的会友父母姓名或 

3. 借书人的会友父母电邮地址或 

4. 借书人的父母手机号码 

请在 11 月 17 日（主日）之前到图书馆

登记，成功登记后便可在图书馆借书，

杂志和 CD 等。请联络陈义执事（手机：

96222198）查询。 

征聘启事 
  

 「差传传道 / 差传执行干事」 

 「华语崇拜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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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下午 1:45，

101 室。 

 执事会会议：11 月 14 日(周四)晚上

7:00，101 室。 

 

差传消息 

摩利亚差传团契 
 

11 月 16 日（周六）下午 1:30 至 3:30 在

407/408 室 

孟加拉访宣队将分享他们在孟加拉之旅

对当地文化的所见所闻。欢迎弟兄姐妹

踊跃出席团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