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主日崇拜事奉配搭 （8 月 23 日）  
中国朋友团契       8 月 22 日(周六) 

〖网上细胞小组〗 
 

联络：杨柳- 97518810(HP) 

Yangliu378@live.com 

主席 吴文瀚  

领诗 李瑞芬  

司琴 吴毓书  

迎宾/领位 暂停  本主日青少年部节目表（网上进行） 

大专团契：『游戏时间』 
 

小砖团契：『门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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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琦勇  

灯光/投影 余慧心  

崇拜直播 石家铕 余慧心 徐瑞兴  

体温测量 余东海  

插花 罗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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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现场 10 

儿童级：线上 32 
 

上主日主日学人数 

青成级：线上 62 

少年级：- 

儿童级：- 
 

上主日奉献总额：$11,5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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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6 日 上午 8:30 
 

主席：冯灏泓弟兄          领诗：刘以期弟兄 
 

【以口唱心和赞美主】 

崇拜宣召 ▪ 诗 145 : 1 – 2, 8 – 9, 21 

齐声赞美 ▪ 赞美诗 28 <唱述父神伟大权力> 

同心祷告 

宣教代祷 

齐声赞美 ▪ <你是我神> 

 赞美诗 275 <教我祈祷> 

诚心奉献 ▪ <一切全献上> 

诗班献诗 ▪ <相信依靠> 

 

【以虚心受教敬拜主】 

诵读经文 ▪ 撒迦利亚书 4 章 

宣讲主道 ▪ <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  

陈    方牧师 

诗歌回应 ▪ 赞美诗 278 <祷告良辰歌> 

思念主恩          蔡耀杉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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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由何秋芬牧师分享信息：『口

唱新歌』(诗 40:1-3)。 

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在网上同步敬拜。 

华语崇拜第三季成人主日学 
 

本主日上午 10:30 以 Zoom 线上进行

【差传主日学】第二课。讲员：郑老

师；主题：一带一路与宣教；讲员介

绍：郑老师在 OM 服侍了 41年。他与

家人曾经在巴基斯坦做 9 年的 M 植堂

工作。过后 8 年在塔吉克斯坦做救灾

扶贫事工。在 2002 年他转型开始营

商宣。从 2005 年到今日在东亚推动

营商宣教，重点目标是在一带一路区

域。 

8 月 23 日(下主日)【差传主日学】第

三课，讲员：Rome Chew (学园传道

会)；主题：数据宣教；讲员介绍：

Rome 老师在东亚服侍 16 年，是校园

机构东亚宣教主任。他的禾场经验包

括数据宣教、培训、培育与差派国内

同工到中亚，南亚和西亚区域宣教。 

儿童按手礼报名 
 

第二期的儿童按手礼将在 10 月 11 日

举行，凡立志要遵照圣经真理教养儿

女成长的会友，请向杜美卿传道或苏

振中传道索取报名表格，截止日期为

9 月 6 日。 

教会消息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 – 圣餐主日 
  

讲员：Rev Chua Yeow San 

讲题：Superhero 

经文：1 Samuel 17 

线上常年会友大会 
 

有鉴于新冠肺炎疫情，为了遵守政府

规定的社交安全距离措施，我们今年

的常年会友大会将以线上的方式举行。

我们已经在教会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

式中登载线上会友大会程序的信息图

表，为您解释线上大会的流程。您可

以浏览教会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序，

获知更多的详情。 

第一次的会友大会通告已经在 8 月 5

日通过电邮发出；至于那些没有电邮

地址的会友，教会也已经以邮寄的方

式发出。您需采取以下的行动： 

1） 如果您已收到会友大会通告的电

邮，请回复以便让我们确定电邮

地址是正确的； 

2）如果您有电邮地址，但还没有收

到会友大会通告的电邮或邮件，

请发送您的名字、所属堂会及会

友 编 号 至 教 会 （ 电 邮 ：

agm2020@gsccc.org.sg ），好让我

们更新您的个人资料。 

3）如果您没有收到会友大会通告的

电邮或邮件，而又无法查看您的

电邮，请联络您所属的堂委，或

教会的行政同工（华语崇拜的肢

体请联络冯家耀弟兄 6332 6835）

寻求协助； 

请您在 8 月 21 日下午 6 点前采取以

上的行动。教会将会把第二次的会友

大会通告，包括线上大会的详请、年

报以及执事投选表格发送到您的电邮。

在这非常时期我们必须采用特别的方

式，敬请您的体谅。谢谢！ 

 

2020-2022 执事选举 
 

执事提名已在 7月 12日开始，填妥的

执事提名表格与常年会友大会议程建

议，必须在今年 8 月 16 日(主日)或以

前电邮 (sunny.gsccc@gmail.com)至执

事会文书。执事会将在 8月 18 日的执

事暨教会领袖委员会会议中审核与确

定执事候选人名单。请在祷告中记念

执事选举与会友大会的各项筹备事工。 

领袖焦点日 
 

原定在 3 月举行的『领袖焦点日』，

现改在 8 月 22 日(周六)早上 9:45 至下

午 1:00 透过 Zoom 平台举行。执事会

主席已于日前发电子邀请信给所有领

袖。敬请被邀请的领袖们踊跃出席。 

教会 70 周年纪念聚餐 
 

原定在今年 8 月 22 日举行的『教会

70 周年纪念聚餐』因疫情缘故，已决

定改在 2021 年 8 月 14 日举行。 

洗礼 
 

本年度第二届浸礼（粤语崇拜及华语

崇拜）已在 8月 15日下午举行；至于

英语崇拜的浸礼将于 8月 23日在英语

崇拜时段举行，请记念新葡的信心，

求主带领他们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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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线上进行） 
 

 差传委员会会议：8 月 16 日(主日)

下午 1:30. 

 执事暨教会领袖委员会会议：8 月

18 日(周二)晚上 7:30. 

差传消息 

差传联合同步祷告（网上） 
 

8 月 28 日（周五）晚上 8：00 

讲员：曾立祥博士(国际事工差会)      

题目：城市化世代的宣教 
 

祷告本将电邮各小组组长并通过小组

长分发。其他会友如需要祷告本，请

向邓淑贞致电或 Whatsapp 92342742. 
 

基于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所带来的限制，
我们强烈建议会员使用电子祷告本。 

祷告册内容是严格保密的。请勿张贴

或转发。 

差传祷告事项 - 发布于 8 月 16 日 
 

如果您有兴趣获取电子版的最新差传
祷告事项，请登录教会手机应用程序

参阅。注：仅供教会会友。 

 
 



 
 

17/8 

（周一） 
 

为昨天的崇拜和学习感恩，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感恩，让我们在

每日的生活中紧紧抓住神，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无论

在任何环境中都依靠祂。 

18/8 

（周二） 

 
 

为今晚举行的执事暨教会领袖委员会会议祷告，在这特殊的时期，

求神赐给牧者和领袖们智慧和信心，带领全体会众继续以合神心意

的方式事奉神，让我们的教会继续成为神所使用的管道，祝福到世

界各地各方的人民，让神的名得荣耀，使福音得到广传。 

19/8 

（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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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枝姐妹、文治弟兄和妙云姐

妹，求主医治和保守他们的身体。继续为蔡宇传道和伟贞传道的孩

子敬知祷告，敬知需要在十月份（六个月大的时候）进行第一次心

脏手术，求主医治孩子并按照他们的需要及时供应这笔庞大的手术

费用。 

20/8 

（周四） 

 

继续为世界各地正在遭受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祷告，求主施行拯救

和医治，解除人们所受到的各种病痛和影响。也求主在这次灾难

中，拯救更多的灵魂，让更多的人认识神，回转归向神。 

21/8 

（周五） 

 

 

 

 

 
 

为海外基督使团东亚 (驻新加坡）从事儿童教育及培训事工的绣茱姐

妹祷告，我教会从 2009 年 1 月开始支持她。绣茱曾在东亚地区担任

多年的教师，她于 2020 年 5 月获得基督教教育硕士学位。今年 6 月

开始，她担任新的事工角色，主要事奉对象是家长、孩子以及主日

学老师。为她在完成学业后，能顺利回到宣教禾场事奉祷告，并祈

求神赐她在新事工上的适应能力。她将会与同工一起进行家长培

训，帮助东亚家长学习如何教导及训练孩子。同时也为她年迈的父

母亲祷告，求神赐他们健康和身心平安。 

22/8 

（周六） 

为明天的主日崇拜祷告 ，为讲员何秋芬牧师和事奉人员祷告，让我

们自己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献上蒙神悦纳的敬拜。 

 
 
 
 
 
 

 
 
 
 
 
 
 
 
 

 
1、当我感到油尽灯枯时……  

 
 
 
 
 
 

 
 
 
 
 
 
 

2、当我定意与神同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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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 

经文：亚 4 : 1 - 14  ▪  讲员：陈方牧师  ▪  日期：16.8.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