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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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 Law – follow!』 

提门团契/提阿非罗团契  :〖世界视野 

– 日本〗 

  下主日小学级儿童崇拜 
  

〖从旧人到新人〗西 3:10 

讲员：邓伟安  主席：邓冰仪 

助教：简玉芬  领诗：陈小玲 

 

下周六崇拜事奉配搭（2 月 23 日） 

主席/读经 潘培谦 

领诗 关宝芝 

传译 陈维维 

司琴 赞美小组 

迎宾 李凤莲 

招待 余桂枝/文锦华 

礼宾阁 苏耀佳/冯锦仪 

插花 李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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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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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4 日） 
主席/读经 朱明璋 
领诗 黄洁玲 

司琴 刘慧贤/丘芝琳 

招待(大堂) 陈东来/陈洁瑜/彭涌沛 

招待(副堂) 梁玉莲 
招待(三楼) 陈启智 
一楼招待 陈燕玲 
迎宾(大堂) 邓佩萱/张绮玲/陈淑琼 
迎宾(三楼) 陈启智 
礼宾阁 爱加勉团契东二组 
音响 陈伟大/黄建华/王文炳 
投影/灯光 梁建一/黄珮琦/胡宏源 
奉献助理 关国鸿/刘伟樑 

奉献司事 

1)周婷坤  2)黄秀珍  3)苏莹珠  

4)刘月英  5)潘慧欣  6)黄桂琼  

7)邓淑贞  8)吕昆泉  9)卢丽华  

10)谢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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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新朋友：1 

奉献总额：$4,963.30 
 

上主日崇拜 

出席人数：358 

新朋友：- 

奉献总额：$30,961.00 
 

上主日儿童崇拜 

出席人数：24 

奉献总额：$7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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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 16 日              下午 4:00 

 主席：卢志明弟兄         领诗：雷志鹏执事 
  

崇拜宣召 ▪ 诗 111:10 

同声颂主 ▪〖再遇你〗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奇异恩典 (My Chains are gone)〗 

同心感恩 ▪ 宣教代求 

信徒奉献 

诵读经文 ▪ 罗 5:1-11 

宣讲主道 ▪【信耶稣真好】施朱霞牧师 

诗歌回应 ▪〖全靠恩典〗 
建堂奉献 

欢迎来宾 ▪ 家事分享 

三  一  颂 
领受祝福 
齐唱阿们 
宣告散会 

【主日崇拜程序】2019 年 2 月 17 日            上午 10:00 

主席：梁家显执事         领诗：张美兰姐妹 
 

诚心默祷 ▪ 诚心敬拜 

崇拜宣召 ▪ 诗 111:10 

同声颂主 ▪ 赞美诗 21〖快乐快乐我们崇拜〗 

同心感恩 ▪ 宣教代求 

同声颂主 ▪〖以感恩为祭〗 

信徒奉献 

献  诗 ▪〖更爱我主〗 

诵读经文 ▪ 创 4:1-8 

宣讲主道 ▪【不被“看中”的人生】吴国雄牧师 

诗歌回应 ▪ 赞美诗 396〖将你最好的献给主〗 

建堂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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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六由陈万良弟兄分享信息：

『求主怜悯我们』(太 20:29-34)。 

• 下主日由李振群博士分享信息：

『从天国君王看天国』(太 13 章)。 

会见牧者 
  

粤语崇拜牧者团队的『会见牧者』

时间，2 月份是 28 日(周四)，欢迎

弟兄姐妹从个人层面或小组形式致

电：63326837 预约。 

爱加勉团契 
 

将在 2 月 23 日上午 10:30 至下午

3:00 举行新春团拜暨福音聚会。当

中节目包括游戏，诗歌欣赏，齐唱

诗歌和共进午餐。欢迎各位团友邀

请亲友和新朋友一起参加。餐费为

成人每位 8 元，小学生 4 元，幼儿

园学生和幼儿免费。请向各组长报

名。 

 

教会消息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 – 圣餐主日 
 

讲员：Rev. Chua Yeow San 

讲题：A New Mind & A New Self 

经文：Ephesians 4: 17-24 

 

浸礼 
 

今年的第一次浸礼已经举行。请记

念刚受洗的弟兄姐妹，求主坚固他

们的信心，带领他们的成长。 

4 位新葡的名单： 

唐远博(华) 冯力殷(粤) 黄燕嫦(粤) 

胡妙娟(粤)。 

征聘启事 
  

①「差传传道 / 差传执行干事」 

②「华语崇拜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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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7 日

(主日)，下午 2:00，206 室。 

 差传委员会会议：2 月 17 日(主日)

下午 1:45，101 室。 

 执事会会议：2 月 23 日(周六)上

午 9:00，101 室。 

 

差传消息  

差传联合祷告会 
 

2 月 22 日(周五)晚上 7:30 至 9:30

在 102-109，206 室。 

讲员是蓝国贤牧师(学园传道会)，

主题为『终极无憾』。他将分享关

于那些已处在人生黄金年华的宣教

士所面对的挑战与挣扎。请弟兄姐

妹踊跃出席，一同为他们代祷。 

mailto:或电邮至lisa.chan@gsccc.or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