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主日崇拜事奉配搭 (3 月 29 日)

中国朋友团契

3 月 28 日(周六)

主席

施全华 施静颖

〖细胞小组〗

领诗

徐格新

司琴

吴毓书

联络：杨柳- 97518810(HP)
Yangliu378@live.com

迎宾/领位

冼美华 任婉毓

本主日青少年部节目表

招待(周刊)

李玉珍 李国容

大专团契：『祷告与分享』

音响

陈文华 黄光培

小砖团契：『门训』

灯光/投影

陈海恩
暂用奉献箱

插花

高芳芳

家事报告

杜美卿传道

早餐服事

暂停

主日协调员 杜展良

上主日主日学人数
青成级：69
少年级：10
儿童级：-

领诗：黄子匡弟兄

崇拜宣召 ▪ 诗 117 : 1 - 2
齐声赞美 ▪ 赞美诗 1 <齐当俯伏拜>
同心祷告
齐声赞美 ▪ <赞美之泉>

因疫情影响，儿童聚会安排如下：

<如鹿切慕溪水>

学前级：暂停所有聚会至另行通告。
小学级：8:30-10:00 聚会，孩子们将分
成小班聚会，课室安排如下：
P.1 在 401 课室
P.2 - P.4 在 402 课室
P. 5- P.6 在 403 课室

<你是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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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心奉献 ▪ <一切全献上>
诗班献诗 ▪ <主爱何深>
【以虚心受教敬拜主】
诵读经文 ▪ 诗 42 篇

华语崇拜各类聚会

上主日崇拜人数：153
儿童级：15

主席：余东海执事
【以口唱心和赞美主】

主日儿童聚会
奉献司事

〖华语崇拜主日崇拜程序〗2020 年 3 月 22 日 上午 8:30

宣讲主道 ▪ <应当仰望神>
8:30am, 407- 408 室
10:30am, 404 - 406 室
8:30am , 404 - 405 室
10:30am, 401- 403 室

黄洁玲传道

诗歌回应 ▪ 赞美诗 289 <天父必看顾你>
宣教焦点
【以关怀相交服事主】
家事分享

杜美卿传道

8:30am, 501 - 502 室
10:00am, 507-509 室
11:45am, 107 室
11:45am, 109 室

领受祝福

施朱霞牧师

成人主日学 (主日)

10:30am, 102-105 室

平安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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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奉献总额：$16,8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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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新来宾：-

齐唱阿们
默祷立志

在崇拜中，请将手机设置为静音模式，谢谢合作！

家事报告

成人主日学上课时间调整

华语崇拜青成主日学上课时间调整为
10.15 开始，11.15 结束；课程结束后
衷心欢迎首次来参加本堂崇拜的来宾，
请弟兄姐妹及时离开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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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语崇拜祷告会
些的认识。我们也欢迎您参加每主日 将在 3 月 29 日(主日)上午 10:30 在
上午 10:30 在一楼 101 课室的《信仰 102-105 课室举行。请弟兄姐妹准时
探讨课程》。我们将通过分享、讲解 出席。当天成人级主日学暂停一次。
的方式与您一起来探讨基督教信仰。
第二季成人主日学报名
崇拜预告
主日学新季成人级『信徒培训课程』
下主日为跨代崇拜，由许顺明牧师分 将在 4 月 5 日开课，由苏振中传道主
享信息：『事奉人生的四个站』(约 讲：《生命影响生命》(共十堂)，有
12:24-26)。
意参加者可在华语崇拜的布告栏处参
阅课程简介并填写报名表。
儿童部消息
鉴于目前形势，儿童部的聚会有如下 受难节/复活节崇拜
欢迎新来宾

安排，敬请家长留意：
1) 继续维持目前主日 8:30 - 10:00 小学
级小班形式的聚会（崇拜+主日学）；
学前级暂停主日聚会。此安排维持到
四月底，以后的聚会安排，四月底检
讨后再作决定。
2) 取消受难节儿童特别聚会，鼓励孩
子与家长一起来教会或者在家里线上
参与大人的聚会。
3) 下周的跨代崇拜是华语崇拜各年龄
层欢聚一堂的聚会，当天不会在四楼
另设儿童聚会，欢迎家长带孩子一起
来崇拜。如果家长选择留在家里，我
们建议家长与孩子一同在线上参与跨
代崇拜。
4) 崇拜厅的三楼预留给儿童参与崇拜
时使用，其他崇拜者请尽量不要使用，
欢迎家长和儿童坐在一起使用三楼崇
拜厅参与崇拜。

今年的受难节崇拜定在 4 月 10 日(周
五)早上 9:00 举行，当天特邀朱进申
牧师分享信息：『白白牺牲』，并设
有圣餐。4 月 12 日(主日)为复活节主
日，由施朱霞牧师分享信息：『祂不
在这里』。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出席
并带领亲友赴会。

现场直播崇拜聚会

会议召开

会众可从以下 3 个不同方式，透过
YouTube 频道同步参与在大堂举行的
周六崇拜与主日各堂崇拜：

华语崇拜委员会会议：4 月 2 日(周四)
晚上 7:00，101 室。

1. 打开本堂的手机应用程式的画面，
按“现场直播”；或

差传消息

2. 至 www.youtube.com 网 页 寻 找
“Grace SCC Church”；或
3. 至 www.gsccc.org.sg 网页，在「资
源」一栏中按“YouTube 频道”。
请注意视频只限于崇拜聚会时间播放。
怀恩堂指引：2019 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3 月 19 日更新版）
请参阅附页或浏览本堂网页。
PayNow 奉献 – 只适用于经常费
本堂的注册编号： S61SS0111H
用你的银行手机应用程式扫描：

教会消息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
讲员：Pastor May Kwan
讲题：Jesus Calls
经文：Luke 5: 27-32
跨代崇拜
经执事会议决，今年开始，每逢第 5
个主日各堂崇拜将举行『成、青、儿
童跨代崇拜』；本月 29 日将举行第一
次跨代崇拜，请在祷告中记念。

只须填写其中一个英文短写以资识别：
“ MC ”- 华语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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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7 届差传年会
日期：2020 年 6 月 26 日至 28 日
主题：『跟随大使命的步伐』
主题讲员：荣誉会督苏诺铭博士
（卫理公会）
述职宣教士：
•尹胜海弟兄（威克理夫圣经翻译会）
 陈音姐妹（环球福音会）
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踊跃参与，并且
记念差传年会的筹备工作。
宣教伙伴消息
差传部给予在缅甸的鱼约伯（福音自
传会）的支持将在 2020 年 4 月退休后
终止。请为他回返家乡照顾他的妻子
的健康祈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