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

朱大康

领诗

陈芷韵

司琴

丘颖瑶

中国朋友团契
〖职场讲座〗
5 月 18 日(周六)，下午 5:00
联络：王振刚- 91181806(HP)
zhengang2001@gmail.com

迎宾/领位

李玉珍 宋美贞

本主日青少年部节目表

崇拜宣召 ▪ 历代志上 29 : 11, 13

招待(周刊)

天悦 2 生命小组

大专团契：『 Board Games』

齐声赞美 ▪ 赞美诗 364 <赞祂赞祂>

音响

张颂恩 黄光培

小砖团契：暂停一次

同心祷告

灯光/投影

陈海恩

奉献司事

天悦 2 生命小组

本主日儿童事工部崇拜表

林耀贤 王振刚 朱大康

2-6 岁：早餐聚会，没有崇拜

黄伟华 余丽莲

P1-P6：〖宣教学堂〗- 差传部

下主日崇拜事奉配搭 (5 月 19 日)

圣餐司事
插花

赖慧珠

家事报告

罗天恩传道

早餐服事

雅薛生命小组

主日协调员 余东海

儿童级：29
上主日主日学人数：
青成级：82
少年级：10
儿童级：23
上主日奉献总额：$9,546.25
上主日新来宾：-

主席：周素靖姐妹

齐声赞美 ▪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感恩见证 ▪ 信仰的传承
诚心奉献 ▪ <一切全献上>

2-6 岁：〖传扬福音〗- 伍慧琼

献诗赞美 ▪ <上帝的爱真奇妙>

P1-P6：〖三位一体的神〗- 杜美卿传道

莫琦勇一家
特别诗班

【以虚心受教敬拜主】
诵读经文 ▪ 路加福音 2:42-46, 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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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福音 2:2-5, 19:26-27

信仰探讨课程 (主日) 10:30am, 101 室
生命小组

领诗：徐格新执事

【以口唱心和赞美主】

下主日儿童事工部崇拜表

华语崇拜各类聚会

上主日崇拜人数：165

〖华语崇拜主日崇拜程序〗2019 年 5 月 12 日 上午 8:30

宣讲主道 ▪ <及时的爱>

杜美卿传道

诗歌回应 ▪ 赞美诗 243 <我要真诚>
【以关怀相交敬拜主】
家事分享

罗天恩传道

领受祝福

罗天恩传道

齐唱阿们
默祷立志
平安散会

按各区活动时间

中国朋友事工 (周六) 5:00pm, 20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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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岁小朋友必须携带到营会的东西：

征聘启事

(1) 圣经 (2) 文具(包括笔、铅笔、填色

①「差传传道 / 差传执行干事」

笔、剪刀、胶水、尺、橡皮擦) (3)水

②「华语崇拜传道」

壶 (4) 外套。

详情请浏览本堂的网页。有意申请者请

一同享用早餐，让我们彼此有多一些的

会议召开

联络陈倩玲姐妹，电话:63326833 或电

认识。我们也欢迎您参加每主日上午

华语崇拜委员会会议：5 月 16 日(周四)

邮至 lisa.chan@gsccc.org.sg

10:30 在一楼 101 课室的《信仰探讨课

晚上 7:30，101 室。

会议召开

程》。我们将通过分享、讲解的方式与

教会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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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楼』(创 11:1-9)。
双亲主日
本周日为双亲主日，将有礼物赠送予父
母亲，并请持有餐券者于崇拜后在一楼
享用套餐 (Bento set) 。今天的成人与儿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
讲员：Pastor Daniel Tong
讲题：A Church That God Blesses

 差传委员会会议：5 月 19 日(主日)下
午 1:45，101 室。
 执事暨教会领袖委员会会议 ：5 月
23(周四)晚上 7:00，107 与 109 室。

经文：Acts 11: 19-30

差传消息

教会音乐事工部
定在 5 月 18 曰(周六)下午 5:00 在黄绪

摩利亚差传团契 - 斋月文化交流行

华 夫 妇 府 上 （ #13-08 Sky@Eleven, 11

在来临的斋月，我们将参观甘榜格南和

Thomson Lane, Singapore 297727）举行

苏丹回教堂，了解禁食的意义。名额仅

童级主日学暂停一次。

『家庭音乐会』；当日除了有各样乐

限 20 个。

2019 年生活营

器演奏与声乐演唱外，黄洁玲传道将分
享基本福音信息。请联络粤语崇拜黄咏

如果要报名，请联络龚耀信弟兄(手机：
96412350)

洁姐妹(手机：97328742)以作安排。欢

日期：5 月 18 日(周六)

迎弟兄姐妹邀请未信主的亲戚朋友出席

时间：上午 10:30 至下午 1:30(包括自费

6 月 2 至 5 日华语崇拜生活营参加者须
知:
 乘搭旅游巴士的参加者请务必在 6 月
2 日(主 日)先 吃过午 餐， 并在早 上
11:15 在教会门口集合。
 6 月 2 日主日 10:30-11:30 am 时段，

观赏。
牧者动向

中亚关顾访宣 （5 月 19 至 25 日）

青少年崇拜唐智丰传道将接受新的事工

英语崇拜符国文弟兄和林燕萍姐妹将参

儿童学前部的崇拜、小学部的主日学、 挑战，他于日前已向执事会请辞，并将
在 2019 年 7 月底离职。执事会谨在此
成人主日学将暂停一次。
 6 月 3 日的晚餐及 6 月 5 日的午餐 : 参
加者需自行处理餐食，请预备足够的
马币。

午餐)

衷心感谢唐传道过去多年来在怀恩堂忠
心的服事与创立青少年崇拜事工。请在
祷告中记念唐传道工作的交接与他往后
的服事。

与福音自传会的中亚关顾访宣探访宣教
士 - 谢司提反弟兄。差遣礼定在本周日
在英语崇拜举行。请记念他们身、心、
灵的健康与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