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主日崇拜事奉配搭 (1 月 17 日)

中国朋友团契

主席

欧美玉

〖网上查经聚会〗

领诗

黄子匡

司琴

石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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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周刊)

A 区：李雅洁 蒋美兰
B 区：王秀花

1 月 16 日(周六)

网上主日儿童联合崇拜（学前/小学）
早上 10:00 – 10:30

〖华语崇拜主日崇拜程序〗2021 年 1 月 10 日 上午 8:30

主席：吴文瀚弟兄

领诗：刘以期弟兄
司琴：吴毓书姐妹

【以口唱心和赞美主】
崇拜宣召 ▪ 诗篇 100 : 1 - 2

音响

陈文华

灯光/投影

余慧心

齐声赞美 ▪ 赞美诗 8 <齐来谢主>

崇拜直播

石家铕 余慧心 徐瑞兴
黄光培

同心祷告

体温测量

A 区：林金环 余志远

齐声赞美 ▪ <赞美之泉>
诚心奉献

B 区：余东海 黄晟淙
圣餐司事

爱心奉献 ▪ <一切全献上>

A 区：李雅洁 蒋美兰

诗班献诗 ▪ <只要耶稣>

B 区：周浩鹏 王秀花
插花

谭雅文

家事报告

苏振中传道

【以虚心受教敬拜主】
诵读经文 ▪ 腓立比书 2 : 19 - 30

华语崇拜各类聚会

上主日崇拜人数：线上 109
现场 96
儿童级：29
上主日主日学结业礼人数 : 65
青成级：少年级：儿童级：上主日奉献总额：$47,5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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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事工部 (主日)
青少年崇拜

宣讲主道 ▪ <属灵的团队事奉>
8:30am, 407- 408 室
10:30am, 404 - 406 室
8:30am , 404 - 405 室
10:30am, 401- 403 室

10:00am, 507-509 室

诗歌回应 ▪ 赞美诗 182 <福哉系连妙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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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新来宾：
上月份各项奉献总数：
经常奉献：$58,189.08
差传奉献：$25,382.00
建堂发展基金奉献：$2911.00
爱心奉献：$1229.00

黄文桥牧师

平安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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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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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日为圣餐主日，由蔡耀杉牧师分
享信息：「你当刚强壮胆」(书 1 : 1 9)。
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在网上和现场同
步敬拜。
成人级主日学

日的【周六崇拜】将暂停一次。
另：当日的『儿童联合崇拜』将在网
上举行；
时间：早上 11:30-12:30，小学级和学
前级同时进行。
讲员：新加坡读经会 Scripture Union
Singapore 的团队
主题：【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约】
Zoom 链接将在 1 月 23 日下午，通过
各堂儿童部发给家长们；如果有问题

今年第一季《信徒培训课程》在本主
请向各堂儿童堂委咨询。
日由新加坡神学院的李志秋博士教导：
『希伯来书』(共 5 课)。请弟兄姐妹 岁首感恩奉献
准时上午 10:45 上线。
经执事会议决，岁首感恩将在 2021
年整个 1 月份在各堂崇拜中举行，会
华语崇拜实习神学生
众可以在 1 楼入口处领取『岁首感恩
从 2021 年 1 月起，本堂会友李立将以
奉献』信封；如用 PayNow 请注明
神学生的身份在本堂实习，请弟兄姐
“TGMC”。请预备心灵，透过金钱
妹们祷告记念李立导师在本堂的事奉
的奉献，向神献上感恩。
学习和属灵生命的成长。
教会七十周年捐血运动
教会消息
我们感恩有一群的弟兄姐妹响应了十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
月份的捐血运动号召，主动捐血救人。
讲员：Dn. Casey Mui
由于目前血库的库存量足够，有关当
讲题：A Heart That Follows…
局呼吁有意捐血的人士考虑到稍后才
经文：Psalm 51: 10, 17
捐血。因此教会将配合把目前的捐血
运动推展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结束。
教会 71 周年纪念联合崇拜
定在 1 月 24 日上午 9:30 在线上举行，
诚邀梁以利亚牧师(博士)证道，讲题
为『无墙的生命展现』（徒 2:43-47；
11:27-30）；请会众在祷告中记念并
准时出席，共沐主恩。
由于 1 月 24 日为联合崇拜，1 月 23

牧者消息
本堂主任牧师蔡耀杉牧师将在 2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享其安息年假，在此期
间，一个【牧职小组】 （施朱霞牧师、
张慧锦执事及黄伟华执事）将成立来

处理主任牧师的职务，并与各堂牧者 会议召开（线上）
及执事会成员一起配搭，同心推动教  差传委员会会议：1 月 10 日(主日)
会各项事工。请在祷告中记念蔡牧师， 下午 2:00.
更求神让他在年假期间能重新得力。
 执事会会议：1 月 27 日(周三)晚上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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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传消息
摩利亚差传团契通过 Zoom 现场视频
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冲击，学习，与
宣教趋势：1 月 16 日 下午 1:30-3:30
新型冠状病毒给生活的各个层面带来
了不便，但同时也为各种事奉和参与
开辟了机会。 摩利亚差传团契邀请了
我们的差传伙伴陈江山博士(大英浸
信会-国际总主任)和朗玲就这一主题
与我们互动。他们将从英国现场视频
分享疫情的影响和从中所吸取的经验
与教训以及当前的全球宣教趋势。这
次聚会是向教会例常出席者开放。有
意报名者，请向刘以期弟兄发送
Whatsapp 9366 7871 或 电 邮
lauyiki@gmail.com.
Zoom 链接将发送给报名者。
宣教机构- 活动和消息
从 2021 年开始，宣教机构的活动和
消息将上载到教会移动应用程序上。
注：其宣传的内容是由宣教机构负责。
您可登录移动应用程序参阅最新消息。

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11/1
（周一）

为昨天的崇拜和学习感恩，感谢主赐给我们众多属灵伙伴来一起奔
跑天路，让我们在事奉神的道路上，彼此合一，以团队的力量来共
同服事神，也让我们在怀恩堂这个属灵大家庭里一起成长。

12/1
（周二）

肢体需要：为华语崇拜身体有病的肢体祷告，其中有叶师母、桂花
姐妹、宝莲姐妹、秀莲姐妹、雪鸿姐妹、丽君姐妹、振舒姐妹、爱
娟姐妹、先格弟兄、文治弟兄和妙云姐妹，求主保守和医治，与他
们同在。

13/1
（周三）

为华语崇拜各个生命小组祷告，求主继续带领小组每一位成员，在
新的一年继续积极投入到小组的团契和服事中，与其他弟兄姐妹一
起经历属灵生命的成长。也盼望没有在小组的弟兄姐妹能够找到适
合的小组一起团契，彼此扶持，共同成长。

14/1
（周四）

为新加坡社会进入疫情开放第三阶段之后祷告，愿主继续保守新加
坡，让社会逐步恢复正常，使全体国人经历神的恩典和同在，让人
们藉着疫情认识到生命的意义，从而寻求神，归向神。

15/1
（周五）

16/1
（周六）

为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菲律宾（驻马国）从事圣经翻译顾问及推动
识字教育事工的宣教士许利枝姐妹祷告，我堂从 1988 年 2 月开始支
持这项事工。许利枝姐妹 1988 年前往菲律宾开始圣经翻译事工，并
于 2011 年完成哦勃玛瑙布语的新约翻译。目前她是旧约翻译事工的
顾问。感谢神，她已经完成了旧约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的翻译检
查。请记念她明年审核撒母耳记上的工作。同时，她也协助东亚的
翻译团队。求主赐他们有稳定的互联网来进行事工。感谢神，
“ Amazing R”书店已经恢复营业，祈求神继续使用这个地方作为传福
音的平台。目前她的左臂患有肌腱炎，过去几个月一直在寻求各种
治疗方法。为她能完全恢复祷告。
为明天的圣餐主日崇拜祷告，为讲员蔡耀杉牧师和事奉人员祷告，
也让我们以谦卑和顺服的心献上馨香的祭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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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灵的团队事奉】
经文：腓 2 : 19 - 30 ▪ 讲员：黄文桥牧师 ▪ 日期：10.1.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