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主日崇拜事奉配搭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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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区：吴淑贞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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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主日儿童联合崇拜（学前/小学）

B 区：李雅洁
音响

2 月 27 日(周六)

早上 10:00 – 10:30

张颂恩

黄光培

体温测量

A 区：林金环 王秀花

家事报告

苏振中传道

现场 136
儿童级：31
上主日主日学人数

诗班献诗 ▪ <希望 信心和喜乐>
【以虚心受教敬拜主】
诵读经文 ▪ 腓立比书 1 : 12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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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讲主道 ▪ <基督是我喜乐的源头>

少年级：-

青少年崇拜

柯哲辉牧师

诗歌回应 ▪ 赞美诗 284 <全路程我救主领我>
8:30am, 407- 408 室
10:30am, 404 - 406 室
8:30am , 404 - 405 室

儿童级 (小学) 主日学 10:30am, 401- 403 室
青少年事工部 (主日)
10:00am, 507-509 室

虔守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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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祷立志

儿童级：-

上主日新来宾：

崇拜宣召 ▪ 诗 123 篇 : 1 - 2

诚心奉献 ▪ <一切全献上>

青成级：-

上主日奉献总额：$22,940.00

【以口唱心和赞美主】

齐声赞美 ▪ <爱 喜乐 生命>

华语崇拜各类聚会

上主日崇拜人数：线上 101

司琴：丘颖瑶姐妹

宣教代祷

C 区：赖慧彬
谭慧雯

领诗：李瑞芬姐妹

同心祷告

B 区：黄晟淙 冼美华
插花

主席：邓伟安弟兄

齐声赞美 ▪ 赞美诗 9 <爱主的人齐来>

灯光/投影/ 余慧心 石家铕 徐瑞兴
直播

〖华语崇拜主日崇拜程序〗2021 年 2 月 21 日 上午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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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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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由郭义宏博士分享信息：『再
思属灵高峰」(可 9 : 2 - 9)。
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在网上和现场同
步敬拜。
欢迎出席华语崇拜 130 人实体主日崇拜
欢迎弟兄姐妹踊跃报名出席 130 人现
场实体崇拜，报名链接为：
https://gscccmc.wixsite.com/register
（请在所选择的区域报名）
报名开放时间从每周一早上八点到周
六下午五点，名额先到先得，报满为
止。不方便使用电子表格的肢体可以
询问组长或联络余东海执事
(98779688) 或 李 雅 洁 姐 妹 (94776297) 。
成人级主日学
今年第一季《信徒培训课程》在本主
日由新加坡神学院的李志秋博士教导
『希伯来书』第 5 课即最后一课。请
弟兄姐妹准时上午 10:45 上线。
2 月 28 日(下主日) 为差传主日学，讲
员是黄健杰弟兄(Ronald Wong Jian Jie)，
英语分享（华语传译）；主题为『社
会公义与宣教』，主要探讨圣经如何
教导社会公义以及与教会使命的关系。
黄健杰弟兄是 The Justice Demand《公
义的述求》的作者，也是一位律师。
他致力通过法律服务，来寻求社会公
义与真平安。请大家预留时间踊跃参
加。

同步阅读
今年华语崇拜同步阅读书籍将继续采
用《2021 年大斋节期灵修思语》『从
惧怕到信心』，请弟兄姐妹们崇拜前
在一楼登记处自由领取。灵修思语书
籍是由教会免费提供会友，希望弟兄
姐妹们珍惜并借此与神建立美好关系。
每人只限一本，先到先得。

谨列出 7 位新葡的名单，请记念他们
的信心与成长：
粤语崇拜：周文俊 何淑华 张宝珊
华语崇拜：戴美玉 陈婉霓 张 玲
英语崇拜：王丽娇
综合奉献模式
a) PayNow (现适用于所有基金奉献)
UEN S61SS0111H 或 QR code

洗礼课程开课
今年第一期《基要信仰课程》将要开
课，凡已经决志信主并预备受洗加入
教会的慕道友可申请报读，请向苏振
中传道报名查询。

教会消息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
讲员：Pastor Nicky Chong
讲题：The God Of Generous Mercy and
Justice
经文：Jonah 1: 1-17
洗礼
有鉴于新冠肺炎疫情，本年度『第一
届洗礼』将全部以滴礼进行。各堂新
葡将分别在以下的崇拜时段进行滴礼，
分别由施朱霞牧师及陆志强传道主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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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语及华语崇拜新葡 – 2 月 27 日下
午 4 时在周六崇拜
由苏振中传道分享信息「新造的人」
(林后 5:17-21)；







 英语崇拜新葡 – 2 月 28 日早上 11:30
在英语崇拜
由蒋永华牧师分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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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牧师秘书」
「人事管理兼财务助理主任」
「设施管理兼行政干事」
「差传传道 / 差传执行干事」
「华语崇拜牧者」

肢体消息
粤语崇拜龙春兰姐妹 2 月 18 日安息主
怀，并已在 2 月 22 日殡葬。

差传消息
差传联合同步祷告（网上）
2 月 26 日（周五）晚上 8:00
讲员：陈江山博士（大英浸信会-总
主任）
题目：环球宣教趋势的创新对策
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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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册内容是严格保密的。请勿张贴
或转发。

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教会儿童事工
将在三月份举办以下两个讲座 (以 Zoom 进行)：
① 婚姻讲座
每个人都是「冰山⏌，需要深入了解：「冰山⏌低层的需要是什么？夫妻
间如何彼此满足需要。教会将在 3 月 6 日（周六）下午 2:00-3:30 举行婚姻
讲座，诚邀飞跃家庭服务中心主任林孔怀弟兄，以华语主讲《溶化「冰山
⏌，享受神所赐的婚姻！》。欢迎已婚的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及邀请未信主
的已婚亲友参加。
② 基督教家庭讲座
在一个重视子女学习成绩优秀和追求物质上过于对身心灵健康成长的社会
中，基督徒父母为何要看重儿女灵命健康的成长呢？圣经中父母的角色是
什么？父母怎样才能在家中成为有效的门徒训练者？教会将在 3 月 12 及
19 日（周五）晚上 8:00-10:00，诚邀 The Treasure Box Singapore 举行两堂
的基督教家庭讲座，以英语主讲，主题为 《Faith At Home: Why Should We
And How Do We?》。欢迎所有父母预留时间参加。

22/2
（周一）

为昨天的崇拜和学习感恩，让我们每天都以喜乐的心面对一切，因
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最伟大的救恩，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我们
与祂的爱隔绝。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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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枝弟兄、文治弟兄和妙云姐妹，求主保守和
医治，与他们同在。

24/2
（周三）

为华语崇拜各个生命小组以及三人门训小组祷告，求主带领每一位
成员，在新的一年积极投入到小组团契和服事中，每天都有固定的
灵修生活。借着小组团契和读经灵修计划，每一天都能在属灵生命
上不断长进。

25/2
（周四）

为教会在本周六举行的洗礼聚会祷告，感谢神感动一批弟兄姐妹悔
改归向神，人生作出重要的改变，这实在是神的恩典。为这些新葡
祷告，求主继续带领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也记念整个洗礼的过
程，求主亲自带领各个环节顺利进行。

26/2
（周五）

为学园传道会.新加坡教授宣教事工的朱进申牧师（博士）和太太敏
馨祷告，我堂从 2007 年 11 月开始支持此项事工。朱进申牧师（博
士）在东亚事奉多年之后返回新加坡，担任学园传道会的差传主任
直到 2019 年。目前，他与敏馨一起，在东亚神学院（East）教授宣
教学课程。感谢神，目前小组和授课的事工都能在线上继续进行。
为朱博士在新学期教授“领导多元文化团队”课程祷告，也继续为
敏馨的健康代祷，祈求神让她从慢性病中逐渐康复。

27/2
（周六）

为明天的主日崇拜祷告，为讲员郭义宏博士和事奉人员祷告，也让
我们以谦卑和顺服的心献上馨香的祭给神。

有意参加者请用以下链结或 QR code 报名。截止日期：2 月 28 日。
① 婚姻讲座 - 3 月 6 日
https://forms.gle/ecKfAGc8m8dAnAbx7

② 基督教家庭讲座 – 3 月 12 及 19 日
https://forms.gle/2yucgRozPbHbTxY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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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