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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团契小组节目表(网上进行) 

 提多团契 : 『联合团契』 

提摩太团契 : 『联合团契』 
提门/提阿非罗团契 :『电影欣赏』 

  网上主日儿童崇拜暨主日学 
 

 

学前级：早上 11:30 - 中午 12:10 
 

小学级：早上 9:00 – 9:40 
 

下周六崇拜事奉配搭 (10 月 31 日) 

主席/读经 潘培谦 

领诗 林柏伦 

传译 何谦慧 

司琴 暂停 

迎宾 暂停 

招待 李凤莲  文锦华 

礼宾阁 暂停 

崇拜直播 张俊杰 

音响 冯锦仪 

投影/灯光 冯敬乐 

插花 朱丽莲 

圣餐司事 朱家健  潘培谦 

奉献司事 请用 PayNow 
 

  

下主日崇拜事奉配搭 (11 月 1 日 ) 

主席/读经 朱家健 

领诗 黄洁玲 

司琴 暂停 

招待(大堂) 钱绮雯  周志权 

招待(副堂) 暂停 

招待(三楼) 暂停 

一楼招待 暂停 

迎宾(大堂) 暂停 

迎宾(三楼) 暂停 

礼宾阁 暂停 

音响 何耀伟  陈伟大 

投影/灯光 梁建一 

崇拜直播 黄珮琦 

圣餐司事 朱家健  陈东来 

奉献司事 请用 Pay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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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 69 

现场 46 

上主日崇拜 

出席人数：线上 279 

现场 65 

奉献总额：$34,519.00 
 

上主日儿童崇拜 

出席人数：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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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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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4 日             下午 4:00 

主席：梁志彦弟兄     领诗：卢志明弟兄 
  

崇拜宣召 ▪ 诗 92 : 1 - 2 

同声颂主 ▪〖仰望你的圣名〗 

〖你的恩典够我用〗 

同心感恩 

信徒奉献/爱心 

诵读经文 ▪ 撒下 23 : 1 - 7 

宣讲主道 ▪【神喜悅的领袖】冯郑珍妮医生 

诗歌回应 ▪〖复兴我〗 

虔守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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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5 日           上午 10:00 

主席：罗湛亮执事      领诗：张美兰姐妹 
  

崇拜宣召 ▪ 诗 92 : 1 - 2 

同声颂主 ▪ 赞美诗 33〖颂赞主圣名〗 

同心感恩 

信徒奉献/爱心 

儿童短片 

诵读经文 ▪ 申 6 : 4 - 9，箴 22 : 6 

宣讲主道 ▪【培育蒙福的下一代】林秀英传道 

诗歌回应 ▪〖愿我家基督化〗 

虔守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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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下周六崇拜由赖俊豪传道分享
信息『耶稣比喻带来的提醒』
(路 12:13-21)；当日有举行圣餐
礼仪。 

• 下周日为圣餐主日，由蔡耀杉牧
师分享信息『彼此相顾、激发
爱心』(来 10:19-25)。 

会见牧者 
•   

粤语崇拜【会见牧者】可开放给
预约，欢迎弟兄姐妹通过以下的
电话号码联络牧者：： 
施朱霞牧师：63326843 
黄洁玲传道：63326846 
赖俊豪传道：63326848 

门训部（线上进行） 
•   

许顺明牧师将从 1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6 日教导【天国真理 】系列课
程（一），共 5 堂课，请弟兄姐
妹依时线上上课。课程简介： 
我们都非常熟悉太 28:18-20 论到
大使命的教导，也明白大使命的
核心就是使人作主的门徒，但要
如何使人作主的门徒？主耶稣已
经很清楚的在马太福音最后一节
经文告诉我们如何使人作主门徒，
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
教训他们遵守”。那主耶稣所教
导的核心是什么？保罗对他所建
立的教会，其教导的核心又是什
么？国度真理充满了奥秘，也充
满了能力。这个课程是要：帮助
基督徒明白天国的召命是使人作
主的门徒；了解天国的权柄是废
除撒旦的能力；知道天国的争战
是要抵挡撒旦的诡计。 

教会消息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 
 

讲员：Pastor John Su 
讲题：The Test Of Life 
经文：Genesis 22 : 1-18 

2020 年怀恩门徒深化讲座 
 

由于周五、周六及主日下午的讲
座只能容纳 50 人现场参加，所以
参加者必须预先登记；请扫描这
个 QR code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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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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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难中跟随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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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联合策划会议 
 

执事会将在 11 月 14 日（周六）
上午 9 时至下午 1 时，在线上与

各事工委员举行『教会联合策划
会议』；目的是让各委员在事工
计划上彼此配合，以致更有效去
运用教会的资源与协调各事工的
运作。请在祷告中记念。 

牧者动向 
 

经执事会议决，从 11 月 1 日始，
蔡耀杉牧师将卸下其在华语崇拜
的负责职务。 
施朱霞牧师将继续与苏振中传道
及华语崇拜堂委共同分配华语崇
拜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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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联络
陈倩玲姐妹，电话：63326833 或
电邮至 lisa.chan@gsccc.org.sg  

会议召开（线上进行） 
 

慈惠部会议：11 月 5 日(周四)上午
10:30. 

差传消息 

2020-2021 年度差传委员会 
 

顾问牧者：蔡耀杉牧师 

主席：朱明璋执事 

副主席：林耀贤(华)、林燕萍(英) 

差传牧者（代理）：张传道 

差传执行干事：姚伟旋传道 

差传秘书：李喜珍 

代表牧者：施朱霞牧师 

陆志强传道 

苏振中传道 

委员：邓淑贞(粤)、邝伟明(粤)、
邢美云(英)、刘以期(华)、 

吴小莲(华)、陈明约(华)。 
 

摩利亚差传团契通过 Zoom 现场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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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或电邮至lisa.chan@gsccc.org.sg


  
 

 

25/10 

（主日） 

求主悦纳我们众人在不同地方向祂献上的敬拜和赞美，人们能以心

灵和诚实的心，去敬拜无所不在的神，愿主得着当得的荣耀，求主

帮助我们众人一同领受主对我们的教导及提醒，听道又行道。 

26/10 

（周一） 

求主看顾和带领教会各团契、小组、主日学及各事工，虽受疫情的

影响，继续能以各样的方式进行，帮助所有参加者有美好的领受，

并将所学到的，言传身教地教导别人遵守。 

 

27/10 

（周二） 

求主赐福带领教会前行的方向及计划安排，帮助众弟兄姐妹都能怀

着主悦纳的事奉心态，发挥主赐给我们的恩赐，各按各职，彼此配

搭事奉主。 

 

28/10 

（周三） 

为着正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弟兄姐妹祷告。有的正预备结婚，有的

刚组织家庭，有的要照顾刚出生的儿女或孙儿们，盼望众人都能经

历到主的恩典，靠着主加给的力量，建立基督化家庭、荣神益人。 

 

29/10 

（周四） 

求主看顾和带领在世界各地正面对着不同程度挑战的宣敎士、牧

者、教会领袖、信徒们及其家人，都能经历主的恩典同在，继续忠

心事奉主；也求主看顾带领将在来临的周六及下周六举行的「摩利

亚差传団契线上聚会-民族志观察」，帮助所有参加者都有美好的

领受。 

30/10 

（周五） 

求主保守看顾身、心、灵软弱的弟兄姐妹及长者们。 

 

31/10 

（周六） 

求主以祂的爱、安慰、平安充满一些正面对着家人亲友在病患当中

的人，也充满一些正面对着家人亲友离世的人，让人们能深深体会

到主的同在，也经历到主的看顾和带领。 

 
 
 
 
 
 
 
 

 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主任牧师：蔡耀杉牧师  

粤语崇拜主理/主任牧师协理：施朱霞牧师 

  粤语崇拜传道：黄洁玲传道 

赖俊豪传道 

儿童事工传道（华/粤崇拜）：杜美卿传道 

 青少年崇拜/粤语崇拜传道：关宝芝传道 

  

听道笔记 

讲题：【                                              】 

周六/主日崇拜   ▪  经文：                                 ▪  讲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