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主日崇拜事奉配搭 (12 月 15 日)  中国朋友团契 

〖查经聚会〗 

12 月 14 日(周六)，下午 5:00 

联络：王振刚- 91181806(HP) 

zhengang2001@gmail.com 

主席 黄伟华  

领诗 徐格新  

司琴 丘颖瑶  

迎宾/领位 宋美贞 李雅洁  本主日青少年部节目表 

大专团契：『联合团契』 
 

小砖团契：『联合团契』 

 

本主日儿童事工部崇拜表 
 

2-6 岁：『以利沙帮助书念妇人』-王嘉欣 
 

P1-P6：『短宣分享』-郭耀光 

 

下主日儿童事工部崇拜表 
 

2-6 岁：『乃缦得医治』-王嘉欣 
 

P1-P6：『主祷文』-白婷晖 

招待(周刊) 谭笑嫦 陈永珍  

音响 陈文华 石家铕  

灯光/投影 张 鹏  

奉献司事 
许锦波 曹瑞英 洪明发 

欧美玉 黄爱莉 

 

圣餐司事 
欧美玉 余东海 施全华 

黄晟淙 林耀贤 

 

插花 谭慧雯  

家事报告 苏振中传道  

早餐服事 怀恩 爱心屋生命小组  

主日协调员 黄爱莉  

上主日崇拜人数：170 

儿童级：25 

 

上主日主日学人数 

青成级：83 

少年级：4 

儿童级：20 

 

上主日奉献总额：$5,995.05 

 

上主日新来宾：王凤英 黄佩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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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8 日     上午 8:30 

 

主席：吴文瀚弟兄            领诗：徐格新执事 
 

【以口唱心和赞美主】 
  

崇拜宣召 ▪ 腓立比书 2 : 9 - 10 

齐声赞美 ▪ 赞美诗 80 <古人喜乐> 

同心祷告 

齐声赞美 ▪ <听啊 天使唱高声> 

 <转回> 

 <我们渴望的耶稣> 

诚心奉献 ▪ <一切全献上> 

献诗赞美 ▪ <神性人子> 
  

【以虚心受教敬拜主】 
  

诵读经文 ▪ 哥林多前书 1 : 18 - 31 

宣讲主道 ▪ <基督徒 = 愚昧与软弱？>   蔡 宇导师 

诗歌回应 ▪ 赞美诗 243 <我要真诚> 
  

【以关怀相交敬拜主】 
  

家事分享     苏振中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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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浸信会神学院的
王观惠老师分享信息：『人的顺服，
神的救赎』(太 1:18-25)；并由蔡耀杉牧
师主持圣餐。 

本周青成主日学课室调换 
 

今天早上由于粤语崇拜将使用 102-105

课室寄放生活营的行李。华语崇拜的早
餐和主日学将移至 106-109 课室，《基
要信仰课程》则迁至 301 课室，请弟兄
姐妹们注意课室的变动。 

主日学结业礼 
 

培育部和儿童部将在 12 月 22 日(圣诞
主日)上午 10:30 – 11:30 在 102-105 室举
行『主日学结业礼』。鼓励青成级、儿
童班级的主日学老师和学生们，并所有
弟兄姐妹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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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末感恩崇拜 
 

将在 12 月 29 日(主日)举行，本次崇拜
不设讲员，将由弟兄姐妹们分享他们今
年从神领受的丰盛恩典，弟兄姐妹如果
有感动想作分享（每人限时五分钟），
可从即日起向余东海执事或苏振中传道
报名，以便提前作适当安排。 

华语崇拜祷告会 
 

将在 12 月 29 日(主日)上午 10:30 在 102-

105 课室举行。请弟兄姐妹准时出席。
当天成人级主日学暂停一次。 

信徒培训课程 
 

2020 年主日学第一季的成人级《信徒
培训课程》将在 1 月 5 日(主日)开课，
由蔡宇导师教导：『基督教要义综览』
(共 9 课)。凡有意参加者可在华语崇拜
的布告栏处参阅课程简介并填写报名表
格。 

教会消息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 
  

讲员：Rev Simon Cheo 
(Changi Methodist Church) 

讲题：The Way of The Cross 

经文：Mark 8: 34-38 

2019 年怀恩门徒深化讲座 
 

光碟与 U-盘制作已经完成，凡已订购
的弟兄姐妹可向所属堂会的负责人索取
(粤语崇拜：谢文禧弟兄、周六崇拜：
李凤莲姐妹、华语崇拜：朱大康弟兄）。 

2019 年圣诞活动 
 

谨将各崇拜圣诞活动列出，请积极参与
并在祷告中记念： 

• 粤语崇拜： 

12 月 14 日(周六)下午 1:30 举行圣诞福

音探访组屋居民活动；参加者请准时在
109 室集合。 

12 月 22 日(主日)上午 10:00 举行【圣诞
主日崇拜】，由黄洁玲传道传讲信息
『平安何处寻？』。 

12 月 25 日(周三)上午 10:30 举行【圣诞
福音话剧聚会 – 更新的盼望】，由赖
俊豪传道传讲信息，聚会后有茶点招待。 

• 周六崇拜：12 月 21 日下午 4:00 举行
【圣诞崇拜】，由周晓东传道传讲信息
『不可离弃上帝』。 

• 华语崇拜： 

12 月 22 日上午 8:30 举行【圣诞主日崇
拜】，由许顺明牧师传讲信息『最珍贵
的礼物』。 

12 月 24 日晚上 6:30 在一楼副堂举行
【最珍贵的礼物】福音聚会，节目包括
晚餐、诗歌、游戏、相声及儿童节目； 

• 英语崇拜：12 月 22 日上午 11:30 举
行【圣诞主日崇拜】，由 Eleanor Poon

姐妹传讲信息『The Love that Change 

Everything』。 

• 青少年崇拜：12 月 22 日上午 10:00 在
五楼小礼堂举行【圣诞布道崇拜】，由
许顺明牧师传讲信息。 

2020 教会行事历修订版 
 

经执事会议决，以下事工的日期将更改
为： 

5 月 31 日：全教会捐血运动 

9 月 19 日：会友大会会前交流会 

弟兄姐妹可于『怀恩堂手机应用程式』
Mobile App 下载最新的修订版。 

慈惠部 – 爱心奉献 
 

感谢主的恩典，在过去的数年慈惠部虽
没有固定收取爱心奉献，慈惠基金仍能

对有需要的肢体或事工提供经济援助。
由於慈惠基金盈余的递减，经执事会批
准，从 2020 年一月起将在各堂崇拜中
每个月一次收取爱心奉献。 

怀恩乐龄天地 
 

• 有鉴于多位义工将参加粤语崇拜生活
营，12 月 10 日(周二)的活动将暂停一
天。 

• 12 月 17 日（周二）举行【圣诞火鸡
午餐会】，收费每位$2；欢迎长者们
参加，活动时间在上午 10:30 开始。 

同工动向 
 

• 杜美卿传道将在 12 月 12 日至 15 日
休假。 

• 行政主任黄锐明弟兄将在 12 月 8 日
下午至 11 日与 12 月 15 日至 24 日休
假；在这期间，主日的行政支援，请
联络高级行政干事冯家耀弟兄。其他
行政事务，请与办公室同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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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事暨教会领袖委员会会议：12 月 19

日(周四)，晚上 7:00，107 与 109 室。 

差传消息 

宣教伙伴消息 
 

海外基督使团的召圣与绮雯和两个女儿，
曦曦和娜娜将在 12 月 16 日至 1 月 11

日返回新加坡寻求医疗咨询。召圣弟兄
会在 1 月 4 日先返回禾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