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主日崇拜事奉配搭 （6 月 14 日）  
中国朋友团契       6 月 13 日(周六) 

〖网上专题讲座〗 
 

联络：杨柳- 97518810(HP) 

Yangliu378@live.com 

主席 施全华  

领诗 徐格新  

司琴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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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主日儿童联合崇拜（学前/小学） 
 

早上 10:00 – 10:30 

招待(周刊) 暂停  

音响 暂停  

灯光/投影 暂停  

崇拜直播 石家铕 余慧心 郭耀光  

奉献司事 请用 PayNow  

插花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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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 151 

儿童级：- 
 

上主日主日学人数 

青成级：线上 70 

少年级：- 

儿童级：- 
 

上主日奉献总额：$30,686.00 
 

上月份各项奉献总数： 

经常奉献：$47,244.00  

差传奉献：$56,298.00 

建堂发展基金奉献：$3,390.00 

爱心奉献：$35,396.00 
 
 

上主日新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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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7 日 上午 8:30 
 

主席：黄伟华弟兄          领诗：陈芷韵姐妹 
 

【以口唱心和赞美主】 

安静默祷 

序         乐 

崇拜宣召 ▪ 诗 100 篇 

同心祷告 

宣教代祷 

齐声赞美 ▪ <快乐快乐我们崇拜> 

 <进入你的同在> 

 <如鹰展翅上腾> 

诗班献诗 ▪ <爱的团契> 

 

【以虚心受教敬拜主】 

诵读经文 ▪ 以弗所书 4 : 7 - 16 

宣讲主道 ▪ <建立基督的身体> 苏振中传道 

诗歌回应 ▪ <从心合一> 

诚心奉献 

建堂奉献 ▪ <一切全献上> 

 

【以关怀相交服事主】 

家事分享          苏振中传道 

领受祝福          施朱霞牧师 

齐唱阿们 

聚会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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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由张师母分享信息：『照亮世
界』(太 5:14-16)。 
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在网上同步敬拜 

华语崇拜第二季成人主日学 
 

本季成人级『信徒培训课程』由苏振
中传道主讲『生命影响生命』已经在 
ZOOM 线上开课，本主日上午 10:30
继续上第七课。没有收到登录方式的
学 员 请 联 系 施 全 华 弟 兄 ， 电 话
（WhatsApp）：94776298，请弟兄
姐妹踊跃参与学习。 

欢迎加入生命小组 一起成长 
 

欢迎目前没有在小组的弟兄姐妹加入
到一个合适的小组中，除了参加主日
崇拜以外，也能够与弟兄姐妹一起经
历属灵生命的成长，在主里彼此守望，
一起服事主，共同经历神的信实与恩
典。请联系小组负责人李雅洁姐妹，
电话（WhatsApp）：94776297. 

华语崇拜领袖祷告会 
 

在本主日上午 11:30 -下午 1:00 在线上
进行，请领袖们准时参与。 

洗礼报名 
 

凡已参加《基要信仰课程》，并已决
志相信主耶稣与清楚信仰者，可以申
请在 8 月 15日的浸礼。请向《基要信
仰课程》老师或华语崇拜的牧者报名，
截止日期为 6 月 21 日（主日）。 

教会消息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 
  

讲员：Pastor May Kwan 
讲题：Be the Antioch in the Worldwide Panic 
经文：Acts 11: 19-30 

教会暂停开放 
 

由于疫情现阶段情况，本堂在 6 月 2
日阻断措施放宽后，仍继续暂停开放，

会众请留在家中透过以下任何一项途
径来参与网上崇拜，一同敬拜神。 

1. 打开本堂的手机应用程序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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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若有任何查询，可在办公时间內
致电 6337 7144 (周一至周五：上午 9
时至下午 5 时；周六：上午 9 时至下
午 1 时)。若在非办公时间，亦可以手
机短讯寄发至 8182 7531 查询，我们
会尽快回复您。 

特别奉献 
 

感谢主，本堂总共收到 $35,396，慈
惠部将全数用于资助那些有需要的外
籍客工。 

会计部消息 
 

本堂的财政年度将在 6月 30日结束，
弟兄姐妹若有尚未、或需索偿的帐目
或帐单，请最迟在 7 月 5 日前把扫描
好的单据，透过电邮通知财务干事曾
展岚姐妹 (chloe.zeng@gsccc.org.sg)，
以便于财政年度结帐前存备资金。 

应届神学生毕业 
 

三一神学院第 70届毕业典礼将在 6月
13 日举行，华语崇拜蔡宇弟兄是应届
毕业生，他将获道学硕士学位；求主
带领蔡弟兄前面事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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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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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 
 

 差传委员会会议：6 月 14 日(主日)

下午 1:30 

 执事暨教会领袖委员会会议：6 月
18 日(周四)晚上 7:00. 

差传消息 

第 47 届差传年会（26-28/06/2020）
【网上直播】进行 
 

 本届主题是：追随大使命的步伐 

• 主题讲员：新加坡卫理公会的荣誉
会督苏诺铭博士 

第 47 届差传年会成人工作坊，将在
2020 年 6 月 27 日在网上平台进行 
 

工作坊一 
述职宣教士：尹胜海弟兄 (威克理夫) 

时间：上午 10:00 - 11:30 
主题：认识创伤治疗 

工作坊二 
讲员：李庆祥弟兄(新加坡意外援助
中心) 
时间：下午 2:00 -3:30 
主题：看顾被遗忘的弟兄 

可通过互联网报名(截止日期 6 月 21
日)：https://tinyurl.com/47MCWorkshop 

第 47 届信心认献目标 
 

执事会与差传委员会经过多番祷告，
一致议决第47届差传预算以及信心认
献目标为 S$1,290,000。此数额包括现
有支持的差传事工及几项原则上已批
准的新事工。鉴于 2019 新型冠状病
毒的影响，信心认献目标将定为
S$1,000,000，其余的 S$290,000 将由
差传经费盈余支付。新一届差传预算
的详情和信心认献表格会在未来几周
内邮寄给您。 

儿童差传年会 

感谢神，上周末有64名儿童参加了儿
童差传年会。 

 点算扑满奉献数额 
透过第45届差传年度儿童奉献，教会
购买了 15 只羊，帮助了 15 个有需要
的家庭并支持12名贫困儿童进行颚裂
修补手术。第46届差传年度儿童奉献
在今年 5 月结束。请家长帮助孩子点
算扑满金额，在 6月 14 日前把金额告
诉慕仪老师。请父母代孩子保管金钱，
直到教会重新开放。扑满可以再用来
储蓄第 47 届差传年度儿童奉献。 

•分配新扑满给小学一年级孩童 
教会重新开放后，我们将给今年小一
的孩子一个新扑满。在此期间，请父
母为孩子准备一个临时扑满。 

 

mailto:chloe.zeng@gsccc.org.sg
https://tinyurl.com/47MCWorkshop


 
 

8/6 

（周一） 
 

为昨天的崇拜和学习感恩。求主赐给我们同心合意的心，让我们一

起在这一段富有挑战的环境中，彼此守望、彼此配搭、齐心协力共

同建立我们的教会，使神的名得荣耀。 

9/6 

（周二） 

 

 
 

肢体需要：为身体有病的肢体祷告，其中有丽珍姐妹、桂花姐妹、

宝莲姐妹、秀莲姐妹、雪鸿姐妹、艳红姐妹、显明弟兄、文治弟兄

和妙云姐妹，求主医治和保守他们的身体。继续为教会所有年长者

及体弱有病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主继续看顾和保守他们，让他们有

健康的身体和充足的灵力来跟随主。 

 
10/6 

（周三） 

 

 
 

为世界各地的疫情与和平祷告。愿主亲自帮助疫情中的人民，医治

他们的身、心、灵，感动他们的心转向神。也为这个动乱的世界祷

告，求主亲自平息混乱的局面，让世界恢复平静，使全世界的人民

得享主同在的安稳。 

11/6 

（周四） 

 

 

 

为教会教牧同工及执事堂委们祷告，求主赐给他们坚固的信心和属

天的智慧，在事奉岗位上有主同在的喜乐，继续带领所有弟兄姐妹

们同心合意，积极开展各项事工，拯救失丧的灵魂。同时为差传年

会的筹备祷告，虽然年会不能象往常一样在教堂举行，但我们不忘

初心，牢记大使命的责任，求主帮助我们作好各项准备，全身心投

入到差传年会中。 

12/6 

（周五） 

 

 

 

 
 

为世界福音动员会在西亚进行布道及门训宣教事奉的约书亚弟兄祷

告，感谢神为他安排适当的时间进入了工场，在事奉工场的两个月

里，他经历到了神的信实。祈求神能继续看顾约书亚弟兄，使他能

好好适应新的环境，慢慢逐渐融入当地的文化。也为他正在学习的

两个语言课程祈祷，愿神能加强他的记忆力，让他能学以致用。祈

求神加添他身体和心灵的力量，同时也看顾和保守他的家人，让他

减少对家人的担忧，在事奉上更加专心、得力。 

13/6 

（周六） 

为明天的崇拜祷告，为讲员张师母和事奉人员祷告，让我们自己也

做好各方面的准备，献上蒙神悦纳的敬拜。 

 
 
 
 
 
 

 
 
 
 
 
 
 
 

一、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v.7-10）  

 
 
 
 
 
 
 
 

二、教会建立在装备信徒的成长上（v.11-13）  

 
 
 
 
 
 
 
 

三、教会建立在彼此相爱的关系上（v.14-16）  

 
 
 
 
 
 
 
 
 

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主任牧师：蔡耀杉牧师 

主任牧师协理：施朱霞牧师 

华语崇拜牧者：苏振中传道 

儿童事工传道（华/粤崇拜）：杜美卿传道 

                        

细嚼生命粮 

【建立基督的身体】 

经文: 弗 4 : 7 - 16  ▪  讲员：苏振中传道  ▪  日期：7.6.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