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难节/复活节崇拜事奉配搭   中国朋友团契       4 月 11 日(周六) 

〖网上特别讲座（二）〗陈方牧师 
 

联络：杨柳- 97518810(HP) 

Yangliu378@live.com 

日期 
4 月 10 日 

（周五） 

 

 

4 月 12 日 

（主日） 

 

主席 吴金丁 朱大康  
领诗 徐格新 黄子匡  
司琴 丘颖瑶 朱詠恩  

迎宾/领位 暂停  本主日青少年部节目表（网上进行） 

大专团契：『联合团契』 
 

小砖团契：『联合团契』 

 

主日儿童聚会 
 

因疫情影响，所有儿童聚会将暂停至另

行通告。 

招待(周刊) 暂停  
音响 王振刚  
灯光/投影 余慧心  
崇拜直播 石家铕 徐瑞兴 余志远 

石慧敏 

 

体温测量 余东海  

奉献司事 请用 PayNow  

插花 李 美  
家事报告 苏振中传道  
早餐服事 暂停  
主日协调员 暂停  

上主日崇拜人数：现场 10 

线上 151 

儿童级：- 
 

上主日主日学人数 

青成级：- 

少年级：- 

儿童级：- 
 

上主日奉献总额：$9,715.00 
 

上主日新来宾：- 

上月份各项奉献总数： 

经常奉献：$45,127.20  

差传奉献：$29,008.00 

建堂发展基金奉献：$2,869.00 

爱心奉献：$1,0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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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5 日 上午 8:30 

 

主席：林耀贤弟兄          领诗：怀恩 Evangel 

 

【以口唱心和赞美主】 

崇拜宣召 ▪ 诗 46 : 1 - 3 

齐声赞美 ▪ 赞美诗 31 <你当欢欣> 

同心祷告 

宣教代祷 

齐声赞美 ▪ <从这代到那代> 

 <眼光> 

诚心奉献  

建堂奉献 ▪ <一切全献上> 

诗班献诗 ▪ <王要进来> 

 

【以虚心受教敬拜主】 

诵读经文 ▪ 路加福音 15 : 1 - 32 

宣讲主道 ▪ <与耶稣一同拯救灵魂>       苏振中传道 

诗歌回应 ▪ 赞美诗 152 <主救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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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日为复活节主日，由施朱霞牧师

分享信息：『祂不在这里』(可 16:1-

20)。 

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在网上同步敬拜 

华语崇拜领袖祷告会 
 

本主日上午 10:30 -11:30，举行华语崇

拜领袖在线或各自同步祷告。祷告事

项将会通过手机分发给委员和组长，

请领袖们准时参与。 

华语崇拜第二季成人主日学 
 

成人级『信徒培训课程』原计划在本

主日开课，鉴于目前形势课程延后一

周至两周以网上授课的形式进行，请

学员联系施全华弟兄报名及索取书面

材料，电话(whatsapp)：94776298。 

教会消息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 – 棕枝主日 
  

讲员： Pastor May Kwan 

讲题： The Triumphant Life 

经文： John 12:12-19 

现场直播崇拜聚会 
 

有鉴于政府就新冠病毒疫情的公告，

暂停所有宗教活动，因此会众无需返

回教会，而可留在家中透过直播崇拜

一同敬拜神。请从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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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打开本堂的手机应用程式的画面，

按“现场直播”；或至 

2. www.youtube.com/c/gracesccchurch；

或至 

3. www.gsccc.org.sg 网页，在「资源」

一栏中按“YouTube 频道”。 

* 视频只限于崇拜聚会时间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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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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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2 6836 

c) 网上银行 (新) 

THE GRACE (S’POR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DBS Bank，户口号码 033-022323-4 

怀恩堂指引：2019 冠状病毒疫情 
 

详情请浏览本堂网页或广播信息内容

Broadcast WhatsApp. 

事工连续性计划 
 

有鉴于 2019 冠状病毒疫情，经执事

会议决，教会办公室同工将有以下的

安排，直至另行通知： 

• 牧者同工：分成两组，一组在办公

室，另一组在家工作，隔周交替。

周末的崇拜，牧者们将回来教堂服

事。 

• 行政同工：也是分成两组，一组在

办公室，另一组在家工作，但这个

安排不作交替。另：主日将由行政

主任黄锐明弟兄提供行政支援。 

在这段期间所造成的不便，请会众体

谅。 

行政同工退修日 
 

原定在 4月 15 日举行的『行政同工退

修日』将延后直至另行通知。 

2020 年受难节/复活节活动(线上进行) 
 

华语崇拜： 

4 月 10 日(周五)上午 9:00 举行受难节

崇拜，由朱进申博士传讲信息『白白

牺牲』；由蔡耀衫牧师以思念主恩来

代替原定的圣餐。 

4 月 12 日（主日）上午 8:30 举行复

活节崇拜，由施朱霞牧师分享信息

『祂不在这里』。 

粤语崇拜： 

4 月 10 日（周五）上午 10:15 举行

【受难节联合聚会】，由陈益弟兄分

享『被离弃的神子』；由蔡耀衫牧师

以思念主恩来代替原定的圣餐。 

4 月 12 日（主日）上午 10:00 举行

【复活节崇拜】，由李振群博士传讲

信息『复活信仰的人生』。 

周六崇拜：4 月 11 日（周六）下午

4:00 举行【周六崇拜】，由施朱霞牧

师传讲信息『祂不在这里』；由施朱

霞牧师以思念主恩来代替原定的圣餐。 

英语崇拜： 

4 月 9 日（周四）晚上 7:45 举行濯足

节聚会。由姚伟旋传道分享信息“A 

Time To Remember ”，并由陆志强传

道以思念主牺牲的爱来代替原定的圣

餐。 

4 月 12 日（主日）上午 11:30 举行

【复活节主日】，由蔡耀衫牧师传讲

信息 “What if Jesus isn't Risen?”。 

青少年崇拜：4 月 12 日（主日）上午

10:00 复活节布道崇拜，由赖俊豪传

道分享信息  “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会议召开 
 

 差传委员会会议：4 月 12 日（主日）

下午 1:30，101 室。 

 执事暨教会领袖委员会会议：4 月

16 日(周四)晚上 7:00， 107 与 109

室。 

差传消息 

第 47 届差传年会 
 

日期：2020 年 6 月 26 日至 28 日 

在 Instagram@ mission_conv_gsccc 或 

在 Facebook@ 第 47 届差传年会上关

注我们。 

宣教伙伴消息 
 

• 根据该差传机构（威克理夫圣经翻

译会）针对有关冠状病毒情况的指

示，吴咏琳已在 3 月 21 日返回本地，

并完成了 14 天的居家通知令。她将

在家中使用互联网工作，请为她和

家人祈祷。 

• 由于马来西亚政府发布的行管令，

郑先生无法及时入境，他须重新安

排航班在 3 月 20 日抵达本地，并已

完成了 14 天的居家通知令。现居住

朋友家中，使用互联网执行世界福

音动员会的职责。请祈祷他早日与

家人团聚。 



 
 
 
 
 
 
 
 
 
 
 
 
 
 
 
 
 
 
 
 
 
 
 
 
 
 
 
 
 
 
 
 
 
 
 
 
 
 
 
 
 
 
 

 
 

6/4(周一) 
 

耶利米哀歌

1:1-12 上 

祷告：主啊！我今天看到以色列当年如何背叛你，导致国家灭亡，

人民受苦。我不愿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的属灵生命上，我愿再次重新

在你面前立志，一生跟随，永不回头。 

实践：反省自己：我有做哪一些事是自以为不需要上帝也可以完成

的吗？如果有，我要马上悔改。如果上帝感动我要放弃或改变，我

就顺服；好让我在任何事上都紧紧跟随主。 

7/4(周二) 
 

哥林多前书
1:18-31 

祷告：亲爱的主啊，引导我抵制肉体上对依靠人类力量和智慧的坚

持。即使许多人认为完全依赖你是软弱和愚拙的，但基督在我前头

向我展示，如何相信你至高无上的旨意，以汲取永远的力量与智

慧。阿们！ 

实践：你在生活中试图控制什么？找出其中的一些情况，学习如何

顺服上帝并让祂来带领你，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8/4(周三） 
 

以赛亚书

50:4-9 上 

祷告：主啊，教导我别为逃避挫折而失去成长的机会。让我看见那

将来永远不朽的荣耀，而轻看在此世至暂至轻的苦楚。更让我转眼

仰望创始成终的主，坚忍地跑完十架道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实践：在生命中遇到任何挫折或被误解时，总是学习以上帝仆人的

形象正面、积极、坚忍地去面对。 
 

9/4(周四) 
 

约翰福音
13:1-17, 

31 下-35 

祷告：爱我到底的主耶稣，你为我而活、为我而死、更为我复活，

叫我今天效法你的榜样，以行动去爱与服事周围的人，也借着主的

爱去爱伤害我的人。阿们！ 

实践：今天我愿意在家里、学校、职场、亲友或社交圈子中，人人

看见我做门徒的记号吗？ 

 

10/4(周五) 
 

以赛亚书
52:13-53:12 

祷告：恩主基督，你代我钉十架，助我明白十架义！ 

实践：唯思之于十架，祷之于十架，始明基督的爱，长阔高深、难

明、难测、唯感恩不尽！ 

11/4(周六) 
 

彼得前书
4:1-8 

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安慰、勉励、医治和

祝福我们当中面对众多挑战和磨难的弟兄姐妹们。奉耶稣基督的

名，阿们！ 

实践：在上帝面前审查自己，别人是因为我符合他们的思想与行为

模式而喜欢我吗？若是，就向上帝认罪悔改，并求主帮助我背起十

字架，走上基督所经历过的道路。 

12/4(主日) 
 

使徒行传
10:34-43 

祷告：主啊！感谢你，愿你复活的喜乐充满我，效法门徒，活出和传
讲你的道，阿们！ 
实践：遵循复活的基督托付：嘱我们传道给众人，并祂应许凡信祂的
人，必藉着祂的名得蒙赦罪。 

十四天灵修默想 2020 年大斋节期灵修语录 

 细嚼生命粮 

【与耶稣一同拯救灵魂】 

经文: 路 15 : 1 - 32  ▪  讲员：苏振中传道  ▪  日期：5.4.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