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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团契小组节目表 

 提多团契 : 『主日学』 
提摩太团契 : 『查经：以斯帖』 

提门/提阿非罗团契 :『查经』 

  主日儿童聚会(小学级与学前级) 
 

 

因新型冠状病毒暂停，直至另行通知。 

 

下周六崇拜事奉配搭 (3 月 7 日) 

主席/读经 梁志彦 

领诗 李铭希 

传译 卓光盐 

司琴 赞美小组 

迎宾 李凤莲 

招待 文锦华/余桂枝 

礼宾阁 暂停 

插花 高芳芳 

音响 
胡杰灵/冯锦仪/李铭希/ 

钟荣基 

投影/灯光 
陈志杰/张俊杰/钟荣基/ 

冯敬乐 

奉献司事 马丽明/卢婉嫦 
 

  

下主日崇拜事奉配搭 (3 月 8 日) 

主席/读经 陈慕信 

领诗 司徒雨榕 

司琴 刘慧贤/丘芝琳 

招待(大堂) 邓伟成/陈洁瑜/吕惠琼 

招待(副堂) 陈淑贞 

招待(三楼) 陈启智 

一楼招待 陈少芬 

迎宾(大堂) 冯锦仪/吴嘉沐/邹 颖 

迎宾(三楼) 陈启智 

礼宾阁 暂停 

音响 凌惠玉/陈伟大 

投影/灯光 谢文禧/欧晋杰/罗诗朗 

奉献助理 罗炳坤/卢天礼 

奉献司事 

1)何亚珠  2)谭强辉  3)陈秀英 

4)黄秀珍  5)龙剑华  6)冯丽珍 

7)吕惠琼  8)朱晓东  9)诸惠芳

10)郑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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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新朋友：- 

奉献总额：$1,720.00 

上主日崇拜 

出席人数：243 

新朋友：6 

奉献总额：$19,207.50 

上主日儿童崇拜 

出席人数：- 

奉献总额：- 

上月份各项奉献总数： 
经常奉献：$51,177.59 
差传奉献：$26,415.00 
建堂奉献：$3,306.30 
爱心奉献：$1,7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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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9 日             下午 4:00 

主席：谢文耀弟兄     领诗：林柏伦弟兄 
  

崇拜宣召 ▪ 诗 19 : 14 

同声颂主 ▪〖以爱还爱〗 

〖People Need The Lord〗 

〖深触我心〗 

同心感恩 

信徒奉献 

诵读经文 ▪ 王下 5 : 1 - 19 

宣讲主道 ▪【触动的心弦】施朱霞牧师 

诗歌回应 ▪〖深触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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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 日           上午 10:00 

主席：朱明璋执事             领诗：谭国伟弟兄 
 

诚心默祷 ▪ 诚心敬拜 

崇拜宣召 ▪ 诗 19 : 14 

同声颂主 ▪〖荣美恩主〗 

同心感恩 

使徒信经 

信徒奉献 

诗班小组 ▪〖主必保守我〗 

诵读经文 ▪ 可 15 : 33 - 39 

宣讲主道 ▪【领悟神的心】蔡耀杉牧师 

诗歌回应 ▪ 赞美诗 125〖愿开我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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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周六由黄洁玲传道分享信息：

『应当仰望神』(诗 42 篇)。 

• 下主日由施朱霞牧师分享信息：

『爱得真心，吃得放心』(林前

11:17-34)。 

会见牧者 
  

粤语崇拜牧者团队的『会见牧者』

时间，3 月份是 12 日和 26 日(周

四)，欢迎弟兄姐妹从个人层面或

小组形式致电：63326837 预约。 

接纳转会会友礼 
 

今年第一期接纳转会礼将在 3 月 8

日在主日崇拜举行，粤语崇拜有

梁少雄弟兄、伍学廉弟兄、黄锐

明弟兄、孙咏心姐妹、陈清辉姐

妹和邓爱珠姐妹申请加入本堂。

愿主恩待他们继续在属灵的大家

庭里得着关怀和灵命的培育。 

颂爱团契 
 

鉴于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未止，3 月 5 日的『颂爱团契』决

定暂停，直至另行通知。 

 

 

 

 

 

 

教会消息 

执事会的祝贺 
 

3 月 1 日为英语崇拜庆祝 40 周年

纪念，请一同向神献上感恩，并

请继续在祷告中记念英语崇拜的

成长。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 
 

讲员：Rev Patrick Fung  

(OMF Intl Director) 

讲题：Running The Race Set Before 

Us 

经文：Hebrews 12: 1-2 

领袖焦点日 
 

有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原

定在 3 月 14 日举行的『领袖焦点

日』将延后，直至另行通告。 

怀恩堂指引：2019 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 
 

沿照 2 月 19 日的版本，详情请浏

览本堂网页。 

展延领取七十周年纪念特刊 
 

有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教

会展延领取七十周年纪念特刊至

本年 3 月 31 日。尚未领取特刊的

肢体可凭通知信向所属堂会的主

席领取。 

 

冯雅各牧师的近况 
 

本堂前任主任牧师冯雅各牧师上

周在美国因脑淀粉样血管病(CAA)

入院，现阶段需接受进一步的康

复治疗。请在祷告中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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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惠部会议：3 月 5 日(周四)早

上 10:30，101 室。 

 差传委员会会议：3 月 8 日(主日)

下午 1:30，101 室。 

 粤语崇拜委员会会议：3 月 18

日(周三)晚上 7:30，102-104 室。 

 执事会会议：3 月 21 日(周六)早

上 9:00，101 室。 

 

差传消息 

宣教伙伴消息 
 

祝贺陈芷莹姐妹（Journey Asia）

在 1 月 18 日蒙神赐一女婴。 目前

她在休四个月的产假。愿主在这

期间赐给她额外的力。 

 

摩利亚差传团契 
 

3 月 7 日下午 1:30-3:30 访问福音

自传会(CNEC) 

一个难得的机会去拜访宣教机构，

认识他们的角色且如何在运作方

面为宣教士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

仅限 20 个名额。截至 2 月 28 日，

已有 18 人报名。想要了解更多或

报名，请致电：92707172 向罗湛

亮执事发送 Whatsapp. 

mailto:或电邮至lisa.chan@gsccc.or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