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主日崇拜事奉配搭 (7 月 28 日)  中国朋友团契 

〖细胞小组〗 

7 月 27 日(周六)，下午 5:00 

联络：王振刚- 91181806(HP) 

zhengang2001@gmail.com 

主席 黄伟华  

领诗 黄子匡  

司琴 朱咏恩  

迎宾/领位 黄晟淙 蔡国威  本主日青少年部节目表 

大专团契：『查经』 

小砖团契：『我的故事』 
 

本主日儿童事工部崇拜表 
 

2-6 岁：『创造天地〗- 叶秀兰 
 

P1-P6：〖上帝的应许和律法』 

- 杜美卿传道 
 

下主日儿童事工部崇拜表 
 

2-6 岁：『亚当和夏娃〗- 叶秀兰 
 

P1-P6：『如鹰展翅上腾(一)』- 白婷晖 

招待(周刊) 蜜盛生命小组  

音响 黄光培 莫琦勇  

灯光/投影 林学慧  

奉献司事 蜜盛生命小组 

 

插花 罗丽芳  

家事报告 罗天恩传道  

早餐服事 怀恩生命小组  

主日协调员 吴淑贞  

上主日崇拜人数：255 

儿童级：29 

 

上主日主日学人数 

青成级：112 

少年级：参加青成级 

儿童级：29 

 

上主日奉献总额：$16,850.90 
 

 

上主日新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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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1 日      上午 8:30 

 

主席：吴文瀚弟兄            领诗：陈芷韵姐妹 
 

【以口唱心和赞美主】 
  

崇拜宣召 ▪ 诗篇 25 : 4 – 5 

齐声赞美 ▪ 赞美诗 15 <万世之宗> 

同心祷告 

宣教代祷 

齐声赞美 ▪ <宝贵十架> 

 <神羔羊配得> 

 <进入你的同在> 

诚心奉献 ▪ <一切全献上> 

献诗赞美 ▪ <每一天> 
  

【以虚心受教敬拜主】 
  

诵读经文 ▪ 希伯来书 10 : 19 - 22 

宣讲主道 ▪ <按真理亲近神>   蔡耀杉牧师 

诗歌回应 ▪ 赞美诗 205 <有福的确据> 

虔守圣餐 
  

【以关怀相交敬拜主】 
  

宣教焦点 

家事分享     罗天恩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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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由罗天恩传道分享信息：『存到

永生的食物』(约 6:1-29)。 

会议召开 
 

华语崇拜委员会会议：8 月 1 日(周四)

晚上 7:30，101 室。 
 

教会消息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 
  

讲员：Pastor Daniel Tong 

讲题：Don’t Panic, Don’t Believe, Don’t Give 

经文：1 John 3: 7-10 

2019 - 2021 执事选举 
 

 2019 年度常年大会暨 2019 至 2021 年

度执事选举(两年任期)定在今年 9 月

22 日（主日）上午 11:00 于大堂举行，

敬请会友预留时间出席大会和参与执

事选举，以履行会友的责任。 

• 根据教会章程，执事会总人数不能超

过 15 位执事。来届的执事候选人总

人数将不少于 9 位，会友将从中选出

6 位执事。加上现任 7 位执事，新一

届执事会 2019 至 2020 将由 13 名成

员组成。新执事任期为两年，最多可

再连任一期，唯财政一职不得连任。 

• 现任执事会有 15 位执事，8 位执事

（黄伟华、黄秀凤、王一信、罗湛亮、

吴金丁、林耀贤、黄恩成和雷志鹏）

已满任期。黄伟华执事和黄秀凤执事

将不能被提名因已连任四年，其余六

位还能重新被提名。执事会的另外 7

位执事(张慧锦、潘培谦，陈义，梁

家显，余东海，徐格新和石如圣)将

继续任期。 

• 一如上届，执事候选人的提名将同步

进行，即分别由教牧与执事和会友个

别提名；若会友欲提名，可向所属堂

会主席(粤语崇拜：潘培谦执事；华

语崇拜：吴金丁执事；英语崇拜：石

如圣执事 )索取「执事选举提名表

格」，或在“怀恩堂手机应用程式”

下载。 

• 若会友拟在会中提出商讨事项，请致

函执事会。执事会于审阅后，将把合

适的事项列入大会议程中，惟提呈者

须出席大会，参与意见交流。 

• 执事提名在 7 月 14 日开始，填妥的

执事提名表格与议程建议，必须在今

年 8 月 18 日(主日)下午 1:30 或之前交

与执事会文书或投入其信箱内。执事

会将在 8 月 25 日的执事暨教会领袖

委员会会议中审核与确定执事候选人

名单。请在祷告中记念执事选举与会

友大会的各项筹备事工。 

更改地址 
 

会友如有更改通讯地址，请尽早通知办

公室同工与填写在“怀恩堂手机应用程

式”下载的「更改资料申请表格」，

请填妥后投入位于 1 楼“行政主任兼资

料保护专员”的信箱；以确保本堂寄出

的信函能传达至各会友。 

电子年报 
 

为了鼓励会友通过电子邮件获取电子年

报，以减少打印。我们已将表格以电邮

形式发给本堂会友的每个家庭户主，来

选择收取年报的方式。请会友在 8月 13

日之前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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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差传委员会会议：本主日下午 1:45，

101 室。 

• 执事暨教会领袖委员会会议：7 月 24

日(周三)晚上 7:00，107 与 109 室。 
 

差传消息 

第 46 届差传委身和信心认献 
 

会众如果想参与差传委身和信心认献，

请到 106 室外的差传告示板索取委身卡

或认献卡，填妥后投入位于一楼姚伟旋

传道的信箱内。截止日期：7月 31日。 

我们的信心认献目标是 $1,300,000. 达

标后即可支持 12 个新的宣教士和项目。 

目前信心认献数额为 S$ 984,234.00；共

收到 389 张认献卡。 

印尼万隆家庭访宣报名 
 

差传部与世界福音动员会(OM)将安排

在今年 12 月 6-12 日到印尼万隆的家庭

访宣。预计每人的费用：$700-$800，

儿童将有津贴资助。 

基本条件： 

• 有 5 至 12 岁小孩的家庭 

 家长必须是信徒 - 怀恩堂的会友或长

期在怀恩堂敬拜 

名额仅限 4 户家庭，想报名者请在 7 月

底之前向姚伟旋传道： 

suhandy.yao@gsccc.org.sg 索取申请表

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