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主日崇拜事奉配搭 (8 月 25 日)  中国朋友团契 

〖细胞小组〗 

8 月 24 日(周六)，下午 5:00 

联络：王振刚- 91181806(HP) 

zhengang2001@gmail.com 

主席 徐格新  

领诗 李瑞芬  

司琴 吴毓书  

迎宾/领位 蔡国威 李雅洁  本主日青少年部节目表 

大专团契：『查经』 

小砖团契：『小组聚餐』 

 

本主日儿童事工部崇拜表 
 

2-6 岁：『巴别塔〗- 叶秀兰 
 

P1-P6：〖神的教会(一)』- 冯灏泓 

 

下主日儿童事工部崇拜表 
 

2-6 岁：『以撒出生〗- 叶秀兰 
 

P1-P6：『神的教会(二)』- 冯灏泓 

招待(周刊) 温馨屋生命小组  

音响 张颂恩 王振刚  

灯光/投影 谭秉达  

奉献司事 温馨屋生命小组 
 

插花 梁秀珍  

家事报告 杜美卿传道  

早餐服事 梓涵生命小组  

主日协调员 周浩鹏  

上主日崇拜人数：186 

儿童级：27 

 

上主日主日学人数 

青成级：103 

少年级：9 

儿童级：29 

 

上主日奉献总额：$13,070.00 
 

 
 

上主日新来宾：陈镇贤 杜金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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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8 日      上午 8:30 

 

主席：林耀贤执事            领诗：陈芷韵姐妹 
 

【以口唱心和赞美主】 
  

崇拜宣召 ▪ 诗篇 57 : 9 – 11 

齐声赞美 ▪ 赞美诗 21 <快乐快乐我们崇拜> 

同心祷告 

宣教代祷 

齐声赞美 ▪ <深触我心> 

 <神羔羊配得> 

 <我们爱 – 让世界不一样> 

诚心奉献 ▪ <一切全献上> 

献诗赞美 ▪ <我心颂赞> 
  

【以虚心受教敬拜主】 
  

诵读经文 ▪ 约翰一书 4 : 21 

宣讲主道 ▪ <耶稣爱人的方式>  陆志强传道 

诗歌回应 ▪ 赞美诗 244 <更像我恩主> 

虔守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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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由杜美卿传道分享信息：『谁来

事奉耶和华？』(书 24:14-16)。 

教师节庆祝会 
 

由培育部与儿童部联合筹办的庆祝教师

节，在 8 月 25 日早上 10:00 在 102-105

室举行，当天成人和儿童主日学将暂停

一次， 藉此来感谢老师们过去一年教

导的辛劳。节目丰富有成人级和儿童级

的老师分享，致送礼物给老师们和预备

茶点。请已报名的老师们准时出席，彼

此激励。 

儿童按手礼 
 

将在 10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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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杜美卿传道或罗天恩传道索取报名表

格，截止日期为 9 月 1 日。 

 
 

教会消息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 – 圣餐主日 
  

讲员：Rev Chua Yeow San 

讲题：Misplaced Passion 

经文：Heb 10: 19-22 

2019 - 2021 执事选举 
 

执事提名已在 7 月 14 日开始，填妥的

执事提名表格与常年会友大会议程建议，

必须于今年 8 月 18 日(主日) 下午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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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第二届浸礼 
 

已在 8 月 17 日下午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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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位新葡名单如下： 

冯广猷  谭银英  蔡亚好  冯梁宝玲  

陈笑琴  任锦秀  陈树添  龙剑华  张平自  

何宇轩  孙腾飞  陈伟强  陈伟胜  刘立哲  

梅 杰  梅 奇  黄波薇  卢婉嫦  孙佩仪  

王焕茵  郭适欣  蔡颂祈 

教会音乐事工部 
 

将在 8 月 31 日(周六)下午 1:00 至 2:30

在大堂举行唱诗乐【以灵歌唱】，分

享诗歌内容与属灵的意义；欢迎弟兄姐

妹出席，一同歌唱赞美上帝。 

华语崇拜传道 
 

感谢主，执事会经过审慎的考虑与祷告

后，议决聘请苏振中传道为本堂华语崇

拜传道 ；苏传道在就读新加坡神学院

期间曾是本堂的实习生；他将在 9 月 1

日正式上任。请在祷告中记念苏传道在

新岗位的事奉和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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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5

日(主日)下午 1:30，407-408 室。 
 

差传消息 

差传联合祷告会 
 

8 月 23 日（周五）晚上 7:30 至 9:30 在

102-109 室和 206 室举行。 

海外基督使团--新加坡执行主任的葛苏

珊将分享『昂然起步：新宣教士在工

场所面对的挑战』。请弟兄姐妹踊跃

出席，一同为 20 组宣教伙伴代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