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周崇拜事奉配搭 9 月 19 日

中国朋友团契

9 月 18 日(周六)

主席

胡财荣

〖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领诗

徐格新

庆中秋福音聚会〗

司琴

丘颖瑶

招待/圣餐

A 区：周浩鹏 刘嘉龄
B 区：宋美贞

音响

联络：杨柳- 97518810(HP)
Yangliu378@live.com
网上主日儿童联合崇拜（学前/小学）
早上 10:00 – 10:30

黄光培 石家铕

〖华语崇拜主日崇拜程序〗2021 年 9 月 12 日 上午 8:30

主席：吴文瀚弟兄

司琴：朱咏恩姐妹
【以口唱心和赞美主】
崇拜宣召 ▪ 诗篇 149 : 1 - 2
齐声赞美 ▪ 赞美诗 8 <齐来谢主>

灯光/投影/ 谭秉达 余志远 余慧心
石慧敏
直播

同心祷告

体温测量

A 区：林金环 王秀花

诚心奉献

B 区：黄晟淙 池兴耀

爱心奉献 ▪ <一切全献上>

齐声赞美 ▪ <你是我的一切>

C 区：吴淑贞
总务

余东海

插花

欧美玉

家事报告

施朱霞牧师

接纳转会会友礼

现场 72
上主日儿童级：30
上主日主日学人数
青成级：-

蔡耀杉牧师

诗班献诗 ▪ <只要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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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领诗：李瑞芬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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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路加福音 15 : 11 - 32
8:30am, 407- 408 室
10:30am, 404 - 406 室
8:30am , 404 - 405 室
10:30am, 401- 403 室

少年级：-

青少年事工部 (主日)
青少年崇拜

10:00am, 507-509 室

儿童级：-

成人主日学 (主日)

10:30am, 102-105 室

上主日奉献总额：$16,9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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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美的团圆>

刘

欣老师

诗歌回应 ▪ 赞美诗 254 <亲近 更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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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防疫第二阶段措施

差传消息

崇拜预告

随着政府最近更新防疫第二阶段的措

摩利亚差传团契通过 Zoom 现场视频

下主日为圣餐主日，由蔡耀杉牧师分

施，执事会经过祷告及慎重考虑后，

题目：晓恩初见会-在新冠疫情中服

享信息：『认识基督、传扬主名』

决定从 8 月 28 日起逐步将三堂的主日

侍华侨学生的事工挑战与信心之旅

(徒 17:16-34)。欢迎踊跃报名出席 130

崇拜开放给 130 位已接受疫苗接种的

讲员：晓恩姐妹（基督教华侨布道会）

人现场实体崇拜，报名链接为：

会众实体参加崇拜（包括那些在集会

详情请参阅本堂的网站或手机应用程

日期和时间：9 月 25 日 下午 1:30-

https://gscccmc.wixsite.com/register ；

前 24 小时内通过预先检测（PET）的

序。

3:30

同时在网上也有与现场同步的直播。

肢体）。周六崇拜和青少年崇拜，仍

b) 邮寄划线支票给教会 (新)

请与我们一同来认识一位新宣教士 —

旧以最多 50 人进行实体崇拜，好让未

 如有需要，教会准备了预付回邮信

来自基督教华侨布道会的晓恩姐妹。

成人级主日学

接受疫苗接种的肢体无需通过 PET 检

本主日由戴永富博士教导《灵修操

测也能参加崇拜。所有崇拜也同时设

练》，请弟兄姐妹在主日上午 10:45

有线上直播。有关详情请向所属堂会

准时上线学习。

的堂委查询。

c) 网上银行 (新)

与神有约祷告会

联合崇拜暨常年会友大会

THE GRACE (S’PORE CHINESE CHRISTIAN)

我们会在 9 月 23 日（周四）创建一个

本堂谨订于 9 月 26 日上午 9:00 在线

CHURCH，

WhatsApp 群并会在之后把 Zoom 链接

下主日在线进行『华语崇拜与神有约

发在群里。有意报名者，请发送

祷告会』，请所有弟兄姐妹预备好心

上举行『联合崇拜暨常年会友大会』，

DBS Bank，户口号码 033-022323-4

灵，上午 10:45 准时在线上出席。

诚邀卢家正牧师证道，讲题为「博大

征聘启事

的委身」（来 10:19 - 25）。由于 9 月

「人事管理兼财务助理主任」

26 日为联合崇拜，9 月 25 日的【周六

详情请浏览本堂的网页。有意申请者

牧者动向
苏振中传道将在 9 月 15 日至 10 月 20

崇拜】将暂停一次。

日休年假；弟兄姐妹若有要事，请联
络曾钻传道(96786458)或吴金丁执事

会友大会会前交流会

(98163523)。

将于 9 月 18 日（周六）下午 1:00 至

教会消息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
讲员：Sister Jolyn Kari Ng
(Wesley Methodist Church)
讲题：Forgiven Worshippers Who Give
Their All To Jesus
经文：Luke 7:36-50 (NIV)

3:00 在网上举行。诚邀各崇拜弟兄姐
妹踊跃参加。
综合奉献模式
a) PayNow (现适用于所有基金奉献)
UEN S61SS0111H 或 QR code

封，
 请联络教会财务干事索取 - 电话号
码：6332 6836

请电邮至 wendychu.hw@gmail.com
会议召开
 差传委员会会议：9 月 12 日(主日)
下午 2:00.
 华语崇拜委员会会议：9 月 16 日(周
四)晚上 7:00.
 执事会会议：9 月 22 日(周三)晚上
7:30.

她将会分享神如何呼召她在苏格兰
(Dundee, St Andrew’s 和 Stirling）的
华侨学生当中服侍祂的子民以及她的
事工在新冠疫情所面对的挑战。

Whatsapp 报名：
刘以期弟兄 93667871（华）或 电邮
lauyiki@gmail.com

独立选举委员会
教会已委任一个独立选举委员会来执行和监督代理人的点票。
主 席 - 张颂恩 (MC)
副主席 - 杜家智 (CC)
副主席 - 王 恺 (EC)
计票人：
1. 钟荣基 (CC)
2. 陈维德 (CC)
3. 黄美香 (EC)
4. 王南瑛 (EC)
5. 陈天诚 (MC)
6. 江建曙 (MC)
请会友检查电邮以获取会友大会的文件。在 2021 年 9 月 10 日，独立在线投
票平台 ElectionBuddy 已把代理和投票表的链接发送给您，请相应地完成表格。
没有电邮的会友，本周将通过邮寄方式收到包括选票在内的会友大会的文件。
如果您没有收到文件，请检查您的邮箱或电邮并联系教会办公室。

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13/9
（周一）

为昨天的崇拜和学习感恩，神以慈父的爱来爱世上的所有罪人，祂
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也付出行动把
基督的爱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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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舒姐妹、如玉姐妹、素
清姐妹、先格弟兄、廷枝弟兄、炎谦弟兄、文治弟兄和妙云姐妹，
求主保守和医治，与他们同在。

15/9
（周三）

为世界各地遭受疫情和各种灾难而受苦的人们祷告，求神亲自医治
那些病痛中的人，拯救陷入苦难中的灵魂，更求神开启更多人的心
窍，让他们藉着灾难认识独一的真神，从而回转归向祂。也为执政
掌权者祷告，愿他们也能归向神，以怜悯和爱心关怀本国人民的福
祉。

16/9
（周四）

为将在 9 月 26 日举行的执事选举和会友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祷告，
求神引领整个过程，使线上举行的大会能顺利进行。也为今晚举行
的华语崇拜委员会议祷告，求神带领牧者和委员们有很好的讨论与
属灵的看见，一起同心合意地与神同工，带领弟兄姐妹们实践神的
话语，荣耀神的圣名，传扬主的福音。

17/9
（周五）

为国际事工差会.菲律宾从事布道、门训事工的马登路德先生和太太
祷告，我堂从 2019 年 9 月开始支持此项事工，马登早年在印尼不同
地区参与宣教工作直到 2002 年，他开始进入神学院进修并于 2005 年
获得神学硕士学位。2006 年他与妻子加入囯际事工差会，前往菲律
宾南部宣教至今。目前他们正在等待签证申请重新返回该国，祈求
神帮助他们能顺利得到批准。为马登夫妇与印尼侨民和穆民的网上
交流祷告，愿他们在信心上不断增长。也为失足卧床不起的母亲
（马登的妈妈）祷告，愿神医治她，并完全康复。

18/9
（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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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事会将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下午 1:00 通过 Zoom 进行会友大会会前交流会。
我们鼓励会众出席并就会友大会程序、年度报告和财务报告提出疑问。请通
过 https://tinyurl.com/gcpreagm2021 注册。
请注意在年报中的 2020 会友大会会议记录的第 6.1 项，在会友大会之后被澄
清，外聘审计员的 4,500 美元费用不包括消费税，正确的金额应该是 4,815 美
元（包括消费税）。执事会意识到所提供信息中无意犯的错误，并为所犯的
错误道歉。在未来，执事会将采取措施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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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语崇拜 / 媒体事工牧者：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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