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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团契小组节目表(网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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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想受难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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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1 日) 

主席/读经 罗孝国 

领诗 卢志明 

传译 卓光盐 

司琴 赞美小组 

迎宾 暂停 

招待 暂停 

礼宾阁 暂停 

插花 李 美 

音响 胡杰灵 

投影/灯光 张俊杰 

奉献司事 请用 PayNow 
 

  

受难节/复活节崇拜事奉配搭  

 4月10日(周五) 4月12日(主日) 

主席/读经 雷孟贤 陆素贞 

领诗 岺秀玲 谭国伟 

司琴 刘慧贤 

招待(大堂)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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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伟平/李志原 

投影/灯光 梁建一 

崇拜直播 谢文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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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线上） 

新朋友：- 

上主日崇拜 

出席人数：315（线上） 

新朋友：- 

奉献总额：$15,1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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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17.10 
差传奉献：$40,415.00 
建堂奉献：$2,502.20 
爱心奉献：$3,4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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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4 日             下午 4:00 

主席：雷孟贤弟兄     领诗：胡杰灵弟兄 
  

崇拜宣召 ▪ 诗 28 : 7 

同声颂主 ▪〖进入你的同在〗 

〖献给我天上的主〗 

〖舍尊为我〗 

同心感恩 

信徒奉献 

诵读经文 ▪  太 16 : 13 - 24 

宣讲主道 ▪【十架的意义】叶光辉牧师 

诗歌回应 ▪〖我已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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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5 日           上午 10:00 

主席：梁志彦弟兄                领诗：何素玲姐妹 
 

诚心默祷 ▪ 诚心敬拜 

崇拜宣召 ▪ 诗 28 : 7 

同声颂主 ▪ 赞美诗 36〖赞主伟大〗 

同心感恩 

使徒信经 

信徒奉献 

诵读经文 ▪ 林前 12 : 4- 31 

宣讲主道 ▪【追求、善用属灵恩赐】施朱霞牧师 

诗歌回应 ▪ 赞美诗 396〖将你最好的献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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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周六为圣餐崇拜，由施朱霞
牧师分享信息：『祂不在这里』
(可 16:1-20)。 

• 下周日为复活主日，由李振群
博士分享信息：『复活信仰的
人生』(林前 15:12-20)。 

门训部 
•  

因疫情缘故，主日学不能在教会
内进行。但疫情并不能阻碍我們
学习圣经、认识真理。因此门训
部决定从 4 月 5 日(本主日)开始网
上主日学。透过 WhatsApp 提供网
上主日学的资料和信息，适当时
候也会采用其它平台进行网上教
导。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在疫情中，
珍惜时间，在真道上装备自己。
如果你愿意参加网上主日学或接
收有关课程资讯，请把姓名和电
话发给欧晋杰弟兄(HP 9826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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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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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语崇拜委员会会议：4 月 8 日
(周三)晚上 7:30，102-104 室。 

 差传委员会会议：4 月 12 日(主
日)下午 1:3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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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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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周一） 

求主怜悯看顾所有在世界各地正受到天灾、人祸、疫情影响的人，

帮助人们能早日拥有属天智慧的心态去面对及跟进当前的各样境

況；也为着执政掌权者祷告；盼望世人都能有一颗信靠主的心。 

 

7/4 

（周二） 

求主赐福带领教会采用各样方式举行的各个会议，帮助各参与者能

存着谦卑服侍的心志，同心合意地讨论交流，彼此配搭事奉主。 

 

8/4 

（周三） 

求主看顾带领在世界各地正面对着不同程度挑战 (特别是疫情) 的宣

敎士、牧者、教会领袖、信徒们及其家人，帮助他们带着对主的信

心及盼望去面对当前的处境，继续积极努力事奉主。 

 

9/4 

（周四） 

求主看顾带领教会各团契及小组，虽受疫情的影响，仍能以各样方式

与神与人联系，不论是通过个人安静灵修默想，或运用现代科技协

助，一同在主里继续成长。 

10/4 

（周五） 

求主保守看顾身心灵软弱的弟兄姐妹及长者们。 

 

11/4 

（周六） 

求主的爱、安慰、平安充满一些正面对着家人亲友在病患当中的

人，让人们能深深体会到主的同在，也经历到主的看顾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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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听道笔记 

讲题：【                                   】 

 周六/主日崇拜   ▪  经文:                                         ▪  讲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