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主日崇拜事奉配搭 (10 月 25 日)  
中国朋友团契      10 月 24 日(周六) 

〖网上细胞小组〗 
 

联络：杨柳- 97518810(HP) 

Yangliu378@live.com 

主席 林耀贤  

领诗 李瑞芬  

司琴 朱咏恩  

迎宾/领位 暂停  本主日青少年部节目表（网上进行） 

大专团契：『祷告与分享』 
 

小砖团契：『我的故事』 

 

网上主日儿童联合崇拜（学前/小学） 
 

早上 10:00 – 10:30 

招待(周刊) 王秀花 李雅洁  

音响 王振刚  

灯光/投影 余慧心  

崇拜直播 石家铕 余慧心 徐瑞兴  

体温测量 余东海 黄晟淙  

圣餐司事 余东海 黄晟淙  

插花 朱丽莲  

家事报告 苏振中传道  

主日协调员 暂停  

 

上主日崇拜人数：线上 144 

现场 30 

儿童级：线上 32 

 

上主日主日学人数 

青成级：61 

少年级：- 

儿童级：- 

 

上主日奉献总额：$14,6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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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am, 404 - 406 室 

8:30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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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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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18 日 上午 8:30 
 

主席：冯灏泓弟兄           领诗：黄子匡弟兄 

             司琴：石俊杰弟兄 
 

【以口唱心和赞美主】 

崇拜宣召 ▪ 玛 1 : 11 

齐声赞美 ▪ 赞美诗 7 <主爱浩大> 

同心祷告 

宣教代祷 

齐声赞美 ▪ <让全世界知道> 

诚心奉献 ▪ <一切全献上> 

诗班献诗 ▪ <在这仅存的年间> 

 

【以虚心受教敬拜主】 

诵读经文 ▪ 提摩太后书 4 : 1 – 8 

宣讲主道 ▪ <在逆境中传道>  杜美卿传道 

诗歌回应 ▪ 赞美诗 334 <我传福音甚欢欣> 

虔守圣餐           蔡耀杉牧师 

 

【以关怀相交服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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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预告 
 

下主日由施朱霞牧师分享信息：「从

忽视到重视」(来 2:1-4)。 

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在网上和现场同

步敬拜。 

线上成人级主日学  

本主日由陈淑贞传道教导：『论诸王

成败看俗事灵程』第二课。请弟兄姐

妹准时上线。 

教会消息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 – 圣餐主日 
  

讲员：Rev Chua Yeow San 

讲题：The Light of The World 

经文：John 8: 12-21 

2020 年怀恩门徒深化讲座 
 

定在今年 11 月 20 至 22 日在大堂举

行；讲员为圣约播道会主任牧师杨桂

炎牧师。讲座的题目为『在逆境中作

主门徒』。谨将各堂资料列写如下： 

第一堂 11 月 20 日（周五） 

晚上 7:30 – 9:30 

「门训的危机  」（英语华语） 

第二堂 11 月 21 日（周六） 

下午 2:00 – 4:00 

「门训的委身」（英语华语） 

第三堂 11 月 22 日（主日） 

下午 1:30 – 3:30 

「门训的召命」（英语粤语） 

讲座期间将容纳50人现场参加，参加

者必须预先登记。其余的会众可以上

线参与直播。问答时间将以手提电话

WhatsApp 进行，委员会稍后将作更

详细的报告。 
 

另：【儿童节目】及【儿童崇拜】将

在线上举行，详情如下： 

11 月 21 日（周六） 

早上 10-11:30 – 小学级  

11 月 22 日（主日） 

早上 11:30 – 12:30 - 分两班 （学前级

及小学级） 

主 题 ： ”Following Jesus in Tough 

Times”，由来自圣经读经会的团队

带领。稍后各崇拜的儿童部会将

Zoom 链接发送到家长群中，请父母

协助孩子登入。 

综合奉献模式 
 

a) PayNow (现适用于所有基金奉献) 

UEN S61SS0111H 或 QR code 
 

 

详情请参阅本堂的网站或手机应用程

序。 

b) 邮寄划线支票给教会 (新) 

 如有需要，教会准备了预付回邮信

封， 

 请联络教会财务干事索取 - 电话号

码：6332 6836 

c) 网上银行 (新) 

THE GRACE (S’POR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DBS Bank，户口号码 033-022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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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1 日(周三)晚上 7:30. 

 华语崇拜委员会会议：10 月 22 日

(周四)晚上 7:00. 

肢体消息 
 

华语崇拜徐格新弟兄和丘颖瑶姐妹在

10 月 4 日蒙神赐一女婴，取名为徐静

殷。 

 

差传消息 

摩利亚差传团契通过 Zoom 现场视频 

（英语) 
 

民族志观察（梁传道） 

10 月 31 日和 11 月 7 日  下午 1:30-

3:30 

你是否想过为什么某些人会做出某种

行为呢？现在是你深入挖掘的时候了。

在摩利亚团契，我们将迈出一小步，

学习民族志观察的技巧，使我们能够

了解与我们不一样的人。 
 

欲了解更多或报名，请向刘以期弟兄

发送 Whatsapp 9366 7871 或电邮至

lauyiki@gmail.com 

宣教伙伴消息 
 

 东亚训练计划在 2020 年 9 月转移新

的伙伴安排，现与新马中国信徒布

道会合作。感谢主这八年来海外基

督使团扮演了这项目协调伙伴的角

色。 

 国际事工差会推荐教会转移彭雪莉

姐妹的支持给亨利牧师夫妇。彭姐

妹目前已有新的事工项目支持。我

们感谢主这几年与彭姐妹的宣教配

搭。亨利牧师夫妇的服事包括事工

策略性统筹，领袖培训和关怀事工。

亨利目前是印尼国际事工差会的事

工主任。他们的支持已从2020年10

月起开始。 

差传祷告事项- 发布于 10 月 18 日 
 

如果您有兴趣获取电子版的最新差传

祷告事项，请登录教会手机应用程序

参阅。注：仅供教会会友和例常出席

者。 



 

 

19/10 

（周一） 
 

为昨天的崇拜和学习感恩，求主继续赐给我们传扬福音的心，无论

是在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依靠神的大能，把

我们所领受的宝贵的救恩传递给所接触到的人们。 

20/10 

（周二） 

 
 

肢体需要：为华语崇拜身体有病的肢体祷告，其中有丽珍姐妹、桂

花姐妹、宝莲姐妹、秀莲姐妹、雪鸿姐妹、丽君姐妹、振舒姐妹、

先格弟兄、琨平弟兄、文治弟兄和妙云姐妹，求主保守和医治，与

他们同在。 

21/10 

（周三） 

 
 

教会已经开始恢复实体崇拜三个礼拜，继续为我们能够尽早回到教

会一同崇拜祷告，在落实各项防疫措施的情况下，求神帮助我们彼

此同心，彼此守望，彼此接纳。以宽广的胸怀适应新常态，让弟兄

姐妹们一起经历神的同在，一起把荣耀和颂赞都同心归给祂。 

22/10 

（周四） 
 

 

为今晚召开的华语崇拜堂委会议祷告，求主带领新一届委员团队，

一起与牧者同心合意，按着恩赐彼此服事，积极开展各项事工，带

领弟兄姐妹们在新的一年，继续为主所用，荣神益人，使神的国度

得到拓展。 

23/10 

（周五） 
 

 

 

 

 

 

 

 
 

为海外基督使团.泰国进行植堂及布道事工的亚索励与普怡祷告，我

堂从 2007 年 7 月开始支持这项事工。亚索励参与植堂工作，是湄公

河流域阿卡事工的统筹，同时也负责泰国阿卡广播事工。亚索励和普 

怡教导阿卡传道人圣经、提供培训，并担任顾问的职位。请为他们

宣教伙伴的体力和安全祷告，因他们经常长途跋涉地骑着摩托车到

偏远地区。祈求神帮助刚受洗的信徒，能够坚守信仰并继续为主作

见证。也为青少年事工“Akha Shine”代祷，求神让亚索励与普怡好好

培训青少年，帮助他们渴慕学习神的话语。  感谢神！他们次女

Radoni 在五月成婚了，婚礼透过网络顺利举行，请为这对新婚夫妇

开始新的生活祷告。也为幼女 Shan Shan 代祷，她现正申请宗教签

证，若主开路，她将担任 OMF 的平面设计师。 

24/10 

（周六） 

为明天的主日崇拜及祷告，为讲员施朱霞牧师和事奉人员祷告，让

我们自己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献上蒙神悦纳的敬拜。 

 
 
 
 
 
 

 
 

主任牧师：蔡耀杉牧师 

主任牧师协理：施朱霞牧师 

华语崇拜牧者：苏振中传道 

儿童事工传道（华/粤崇拜）：杜美卿传道 

                        

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细嚼生命粮 

【在逆境中传道】 

经文：提后 4 : 1 – 8  ▪  讲员：杜美卿传道  ▪  日期：18.10.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