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主日崇拜事奉配搭 （9 月 20 日）

中国朋友团契

主席

邓伟安

〖网上查经聚会〗下午 5:00

领诗

李瑞芬

司琴

吴詠琳

联络：杨柳- 97518810(HP)
Yangliu378@live.com

迎宾/领位

暂停

本主日青少年部节目表（网上进行）

崇拜宣召 ▪ 诗 107 : 1, 8

招待(周刊)

暂停

大专团契：『门训』

齐声赞美 ▪ 赞美诗 22 <你信实何广大>

音响

黄光培

小砖团契：『线上游戏』

同心祷告

灯光/投影

余慧心

崇拜直播

石家铕 余慧心 徐瑞兴

9 月 19 日(周六)

网上主日儿童联合崇拜（学前/小学）

〖华语崇拜主日崇拜程序〗2020 年 9 月 13 日 上午 8:30

主席：欧美玉姐妹
【以口唱心和赞美主】

齐声赞美 ▪ <野地的花>
<恩典之路>

早上 10:00 – 10:30

体温测量

余东海

插花

佘佩芬

诚心奉献

家事报告

苏振中传道

爱心奉献 ▪ <一切全献上>

早餐服事

暂停

诗班献诗 ▪ <主是我牧者>

<生命的更新>

主日协调员 暂停

【以虚心受教敬拜主】
华语崇拜各类聚会

上主日崇拜人数：线上 162
现场 10
儿童级：线上 33
上主日主日学人数
青成级：线上 58
少年级：儿童级：上主日奉献总额：$6,723.00

上主日新来宾：-

领诗：怀恩 Eva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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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诵读经文 ▪ 诗 2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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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讲主道 ▪ <改变生命的诗篇>

赖敢芳牧师

诗歌回应 ▪ <耶和华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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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消息

崇拜预告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

下周日为圣餐主日，由蔡耀杉牧师分

讲员：Pastor Phoebe Wong
讲 题 ： Oh Come, Let Us Sing To The
Lord!
经文：Psalm 95 : 1-7

享信息：『世上的光』(约 8:12-21)；
并以思念主恩代替原定的圣餐。
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在网上同步敬拜。
接纳转会会友
华语崇拜有李梦然姐妹和原爱娟姐妹
申请加入本堂，愿主恩待她们继续在
属灵的大家庭里得着关怀和灵命的培
育。
线上成人级主日学
本周主日学(差传主日学 5)
时间：早上 10:30
主题：边界的儿童教育与宣教

教会预约式的开放
本堂将在 9 月 14 日起开放给预约式的
牧者辅导。您必须透过办公室同工或
牧者预先约好时间。此外，从 9 月 14
日起（只限周四、周五及周六），本
堂亦将开放给会友预订课室作小组/
团契聚会及崇拜彩排；课室必须在网
上预订，确定之后才可以使用。所有
参与者必须遵守政府所制定的安全距
离措施。

讲员：俪霖姐妹

联合崇拜暨常年会友大会

讲员介绍：俪霖姐妹于 2016 年加入

本堂谨定在 9 月 27 日上午 9:00 在线
上举行『联合崇拜暨常年会友大会』，
诚邀沈立德牧师证道，讲题为「福音
的仆人」（林前 9:19-23）。由于 9 月
27 日为联合崇拜，9 月 26 日的【周六
崇拜】将暂停一次。

世界福音动员会的怜悯队伍。她在泰
缅边界担任教育协调员。她的事工主
要着重于教导与关怀那些弱势少数民
族当中的孩子。
与神有约祷告会
华语崇拜祷告会将在 9 月 20 日(下主
日)上午 10:30 在线上举行。请弟兄姐
妹准时出席。当天成人级主日学暂停
一次。

另：为使家长和老师们能专心参与崇
拜和会友大会，儿童联合崇拜将提前
一天在 9 月 26 日（周六）早上分别在
线上举行：
• 小学级 ：9:00 至 10:00 am
• 学前级 ：10:30 至 11:30 am
请家长们留意，稍后各崇拜的儿童部

会将 Zoom 链接发送到家长群中，请
父母协助孩子登入。
2020 年线上常年会友大会
请参阅附页。
堂委协同祷告会
将在 9 月 18 日（周五）晚上 8:00 –
9:15 在网上举行，主题是『以祷告开
拓进取』。请各堂委委员踊跃出席。
会友大会会前交流会
将在 9 月 19 日（周六）下午 1:30 至
3:30 在网上举行。诚邀各堂弟兄姐妹
踊跃参加。
70 周年纪念视频
为了庆祝教会成立 70 周年，教会已经
预备了一系列的视频来展示我们的历
史。在新冠病毒疫情蔓延之前，我们
在教会一楼的展示角落展示了一些视
频。可惜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在过
去的六至七个月中都无法展示所有的
视频。为了让会友们能够“回顾过去，
感恩现在，展望未来”，教会决定通
过 YouTube 线上展示这些视频。我们
相信大家会支持这极为美的事。然而，
如果您不愿意个人的照片被展示在这
些视频中，请您在 2020 年 9 月 27 日
前通知您的堂会主席；但请恕我们将
不能处理团体照的个人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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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进行）
 差传委员会会议：9 月 13 日(主日)
下午 1:30.
 执事会会议：9 月 24 日(周四)晚上
7:30.
 执事暨教会领袖委员会会议：9 月
29 日(周二)傍晚 6:30.

2020 年线上常年会友大会
 2020 年度线上常年会友大会暨 2020-2022 年度执事选举定

『2020-2022 年度执事选举』执事候选人的名单列出如
下：

在 9 月 27 日上午 11 时正在线上举行。敬请会友预留时间

粤语崇拜：潘培谦，梁家显，谢文禧，罗孝国

在家中出席当日聚会及执事选举，以履行会友的责任。如
未 能 出 席 线 上 常 年 会 友 大 会 者 ， 请 点 击
http://tinyurl.com/AbsenceAGM2020 在线上填写《缺席会

华语崇拜：黄伟华，余东海，黄晟淙，施全华

友大会通知书》”Notification of Absence at the AGM” ，并
在 9 月 25 日下午 6:00 前提交以通知执事会。
 教会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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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出。会友如在 9 月 14 日仍未收
到或发现资料有误，请通知教会行政主任黄锐明弟兄（电

英语崇拜：张慧锦，石如圣，梅志贤，黄恩成
另：留任 7 位执事包括朱明璋执事、朱晓韵执事、吴金丁执事、
罗湛亮执事、雷志鹏执事、陈秀清执事及陈才龙执事。

执事会在 8 月份会议中，委任了 28 名牧者及弟兄姐妹
组成执事选举委员会，其名单如下：

话：6332 6830 或电邮：alfred.wong@gsccc.org.sg），以安

主席：

Paul Pello

排补发。

副主席：

张颂恩、邝伟明

 弟兄姐妹在会友大会前，如对外部审计师报告或财政报告
有任何疑问，请透过电邮(tanchyeleng@gmail.com)与陈才
龙执事商讨；所有问题及意见将被概括并于会友大会中与

技术支援： 莫琦勇
监票：

施朱霞牧师、赖俊豪传道、陆志强传道
蔡耀杉牧师、黄洁玲传道、苏振中传道

会众分享。
 为提供更多机会给弟兄姐妹针对各项议程及 2019/2020 年
报提出询问，执事会将在 9 月 19 日（周六）下午 1:30 至
3:30 在线上举行『会友大会会前交流会』。我们诚邀各堂
弟兄姐妹预留时间，踊跃参加交流会和会友大会。

粤语崇拜点票员：

雷孟贤、黄小慧、丘芝琳、陈维德、
梁以德、苏文珊（候补）

华语崇拜点票员：

池盈宁、林学敏、陈海恩、廖毅坚、
蔡国威、郭耀光（候补）

英语崇拜点票员：

林秀娟、余丽玉、周小兰、黄美香、
甄颂和、陈惠坚（候补）

有关监票与点票的讲解说明会将分别在 9 月 13 日（主日）及 9
月 20 日（主日）下午 2:00 – 3:15 在 102-109 室举行。

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14/9
（周一）

为昨天的崇拜和学习感恩。让我们时常回想神的恩典和大爱，无论
我们过去是怎样的人，神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得以成为
神的儿女。我们当以感恩和敬虔的心度过每一天的生活。

15/9
（周二）

肢体需要：为华语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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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格弟兄、琨平弟兄、
文治弟兄和妙云姐妹，求主保守和医治，与他们同在。

16/9
（周三）

为华语崇拜所有弟兄姐妹的属灵生活祷告，求主帮助众肢体有渴慕
真理的心，靠着主的智慧和恩典，透过个人灵修、小组团契、主日
学及崇拜，操练属灵生命，坚固我们的信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
下，让我们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见证所经历的奇妙救恩。

17/9
（周四）

为教会领袖祷告，求主带领牧者和众执事们以合一和爱主的心，一
起带领弟兄姐妹在信仰道路上，更好地荣耀主，敬拜神。为教会在 9
月 27 日举行的线上常年会友大会及执事选举祷告，求主为我们兴起
新一届合神心意的领袖，带领教会广传福音，在新的一年继续健康
地成长。

18/9
（周五）

为国际事工差会（东亚区）马来西亚从事宣教教育的曾立祥博士祷
告。我们教会从 2007 年 7 月开始支持曾博士，他是马来西亚和文莱
的 SIM 秘书长。他参与的事工包括动员信徒参与宣教。他不但在沙神
学院任教，也是亚洲使命中心（ACM）的主任。请弟兄姐妹为亚洲
使命中心的管理祷告。目前他为中心努力筹款，并相信上帝会按时
供应马币 98000 元，用以支付 2020 年的财政需要。祈求神赐曾博士
健康和体力，在策划和教学上充满智慧。也祈求神，在恢复教学计
划时，能够保守他路途平安，顺利开展各项教导事工。

19/9
（周六）

为明天的主日崇拜和思念主恩祷告，为讲员蔡耀杉牧师和事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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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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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生命的诗篇】
经文：诗 23 篇 ▪ 讲员：赖敢芳牧师 ▪ 日期：13.9.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