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周崇拜事奉配搭 1 月 23 日

中国朋友团契

1 月 22 日(周六)

主席

〖细胞小组（线上 + 家庭）〗

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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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琴

网上主日儿童联合崇拜（学前/小学）
早上 10:00 – 10:30

招待
音响

主席：邓伟安弟兄

领诗：邹佩珊姐妹
司琴：吴詠琳姐妹

【以口唱心和赞美主】
崇拜宣召 ▪ 诗篇 149 : 1 - 2
齐声赞美 ▪ 赞美诗 15 <万世之宗>

教会 72 周年纪念

直播

〖华语崇拜主日崇拜程序〗2022 年 1 月 16 日 上午 8:30

同心祷告 ▪ 宣教代祷

联合崇拜

齐声赞美 ▪ <从心合一>
诚心奉献

登记

爱心奉献 ▪ <一切全献上>
总务

诗班献诗 ▪ <耶稣 圣洁神爱子>

插花

【以虚心受教敬拜主】
诵读经文 ▪ 马太福音 16 : 13 - 20

家事报告

宣讲主道 ▪ <无墙教会>

华语崇拜各类聚会

上主日崇拜人数：线上 105
现场 90
上主日儿童级：31

诗歌回应 ▪ 赞美诗 182 <福哉系连妙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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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虔守圣餐
线上+ 实体

【以关怀相交服事主】

上主日主日学人数
青成级：56
少年级：儿童级：上主日奉献总额：$37,383.00

蔡耀杉牧师

青少年事工部 (主日)
青少年崇拜

(线上 + 实体)
9:30am, 507-509 室

成人主日学 (主日)

线上

信仰探讨课程 (主日)

线上

生命小组

按各区活动时间

中国朋友事工 (周六)

线上 + 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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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现场）
下主日上午 9:30 为『教会 72 周年
纪念联合崇拜』，诚邀 SIM 国际事
工差会东亚区顾问林厚彰博士证道，
讲题为【无墙、有心的教会】(帖
前 1:1-10)。
请弟兄姐妹准时现场或线上同步出
席，同心庆贺，共沐主恩。
成人主日学
本主日由王白磊长老教导第 3 课
『以归纳查经法研读玛拉基书』(共
9 课)，请弟兄姐妹准时上午 10:45
在线上参与。下主日因为联合崇拜，
故主日学暂停一次。

教会消息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
讲员：Pastor Andrew Lai
讲题：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拜，好让未接受疫苗接种的肢体无
需通过 PET 检测也能参加崇拜。所
有崇拜也同时设有线上直播。有关
详情请向所属堂会的堂委查询。

另：由于 1 月 23 日为联合崇拜，1
月 22 日的【周六崇拜】将暂停一次。

牧者动向

时间：早上 9:15am – 10:45am，小
学级和学前级同时进行。

本堂主任牧师协理/粤语崇拜主理
牧师/华语崇拜代理主理牧师施朱
霞牧师将在 2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享
其安息年假。在此期间，有关堂会
的牧者将处理其职务。
请在祷告中记念施牧师，更求神让
她在年假期间能重新得力。
教会 72 周年纪念联合崇拜
将于 1 月 23 日上午 9:30，在现场和
通过 YouTube 直播进行。现场崇拜
以华语和粤语证道。英语翻译仅在
YouTube 直播。要参加现场崇拜的
会众，请从 1 月 17 日起，通过此链
接：

https://gsccc72combined.eventbrite.

经文：Luke 12:4-7

sg/ 进行报名。鉴于 COVID-19 安全

更新防疫过渡阶段措施

管理措施，现场崇拜的座位有限，
若因此缘故无法到现场参与的会众，
请您体谅。
YouTube 直播，请通过这些链接进
入：

随着政府最近更新防疫过渡阶段的
措施，执事会经过祷告及慎重考虑
后，决定从 2021 年 11 月 28 日起
将二楼重新规划为一个区域，开放
给 130 位已接受疫苗接种的会众实
体崇拜（包括在集会前 24 小时内通
过预先检测（PET）的肢体）。周
六崇拜仍旧以最多 50 人进行实体崇

华 语 / 粤 语 ： https://youtu.be/Td-

c80cRaSM
华语/英语： https://youtu.be/oIg-

5cWjxnw

另：当日的『儿童联合崇拜』将在
网上举行；

讲员：The Treasure Box Singapore
主题：【神的爱是无可衡量的】
Zoom 链接将在 1 月 20 日，通过各
崇拜儿童部发给家长们；如果有问
题请向各崇拜儿童堂委咨询。
综合奉献模式
a) PayNow (现适用于所有基金奉献)
UEN S61SS0111H 或 QR code

征聘启事
「人事管理兼财务助理主任」
详情请浏览本堂的网页。有意申请
者请电邮至：
wendychu.hw@gmail.com
会议召开（线上进行）
执事会会议：1 月 19 日(周三)晚上
7:30.
肢体消息
粤语崇拜吴庆祥弟兄和胡乐雅姐妹
将于 1 月 22 日在本堂举行婚礼。

差传消息
差传祷告事项 - 发布于 1 月 16 日
欢迎会众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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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宣教项目 - 助养儿童事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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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从 1 月 8 日（周六）起，邝伟明执
事和姚伟旋传道，以及 12 名会友将
为泰国北部的学生举办一系列的英
语课程，这是与福音自传会合作的
项目。课程在 Zoom 上进行。请为
他们的网络畅通代祷；透过他们的
事奉，学生们能认识神的爱。

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17/1
（周一）

为昨天的主日崇拜感恩！感谢主透过讲员的信息提醒我们，永生神
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藉着祂的受死与复活，在地上建立了教
会，要将祂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深愿我们体贴神的心意，将
这福音的好消息传扬出去，让“怀恩堂”真正成为无墙的教会。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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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舒姐妹、如玉姐妹、素
清姐妹、先格弟兄、廷枝弟兄、炎谦弟兄、顺泽弟兄、文治弟兄、
妙云姐妹及丽玲姐妹的父亲，求主保守和医治。

19/1
（周三）

为弟兄姐妹们新一年属灵生命的成长祷告。求主赐给我们饥渴慕义
的心，让我们每日灵修亲近主，也积极参加生命小组，以团契和彼
此属灵相交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并且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我们的信
仰，以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愿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20/1
（周四）

为教会的牧者、执事领袖们祷告，愿神的恩典和圣灵的能力继续与
他们同在，以火热的心事奉主，带领教会以明确的异象迈向新的一
年。使我们的教会成为门徒导向的大使命教会，作主门徒、塑造门
徒、使人作门徒，以“无墙教会”的事工理念实践我们的异象。

21/1
（周五）

为基督教华侨布道会，在苏格兰从事布道、门训的晓恩宣教士祷告。
我堂从 2020 年 9 月开始支持这项事工。杨晓恩姐妹在 2020 年的 9 月
份开始宣教事工，与主音姐妹一起服事国际学生。她的主要事工是传
福音，门徒培训和带领学生团契。请记念以下事项：
·为英国的冠状病毒局势得到有效控制祷告。
·祈求加入团契的不信的学生认识主，承认祂是救主和主。
·晓恩姐妹的祖父刚离世。愿神安慰她的家人。并记念未信主的家庭
成员祷告早日敞开心门相信主。
·记念晓恩姐妹在 1 月 3 日回马来西亚探望家人，旅途顺利。

22/1
（周六）

为明天的 72 周年联合崇拜祷告，为讲员林厚彰博士和事奉人员祷
告，也让我们以敬畏的心朝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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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语崇拜 / 媒体事工牧者：曾

钻传道

细嚼生命粮

【无墙教会】
经文：太 16 : 13 - 20 ▪ 讲员：蔡耀杉牧师 ▪ 日期：16.1.2022
经文：路 2 : 1 - 7 ▪ 讲员：冯郑珍妮医生 ▪ 日期：19.12.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