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主日(17/01)轮值同工
招待：
收奉献：

主祷：
讲员：

*陈罗惠姐妹、赵咏绮姐妹
邓琼好姐妹
*陈伯雄弟兄、徐葆琳姐妹
林玉莲姐妹、彭金杯姐妹
刘兆圻夫妇
赵德林执事
梁淑贞传道

讲题：
【水变酒，生命的改变】
经文：
约 2:1 – 11
读经：
柯丽云姐妹
代祷：
赵德林执事
会务报告： 黄遨游牧师
钢琴/风琴：张浩恩弟兄/叶明鸿托士
关怀：
*吴秀娟姐妹、王玉彬姐妹
陈美观姐妹、孙益辉弟兄
插花：
梁丽珍姐妹

每周活动 Weekly Activities

下主日（24/01）轮值同工
招待：

*杨素帼姐妹、袁惠珍姐妹
周金枝姐妹、李翠池姐妹
收奉献： *潘雪鸿姐妹、梁嫣莹姐妹
傅再云夫妇、张柏颖夫妇
圣餐示位员:孙益辉弟兄、孙尉庭弟兄
主祷：
黄遨游牧师
讲员：
黄遨游牧师
讲题：
清楚、明白神的话
经文：
尼 8: 1 - 3、5 - 6、8 - 10
路 4: 14 - 21
书信：
郑鸿恩传道
圣餐协助： 陈家光牧师
圣餐助理： 赵德来弟兄
会务报告： 黄遨游牧师
钢琴/风琴：林慧敏姐妹/叶明鸿托士
关怀：
*吴秀娟姐妹、王玉彬姐妹
陈美观姐妹、孙益辉弟兄
插花：
梁丽珍姐妹
本人有下列要项欲通知牧师：

10:30am

乐龄聚会
Senior Citizen’s Gathering

第1及第3个星期六 1:00pm
1st & 3rd Saturday

I wish to forward the following requests to the
pastor:

乐龄团契
Senior Citizen’s Fellowship

□

病痛请代祷

□

需要教牧探访

□

更换住址/电话

□

欲参加月捐

□

欲参加差传奉献 Participation in Mission pledge

星期三
Wednesday

Prayer request for the sick
Request for visitation

星期六
Saturday

3:30pm

星期六
Saturday

5:00pm

星期六
Saturday

6:30pm

心得心时间 (青年)
Synthesis Time (Youth)

主日
Sunday

8:30am

华语崇拜
Mandarin Service

主日
Sunday

8:45am

主日学一
Sunday School -1

主日
Sunday

10:45am

双语崇拜
Bilingual Servi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日
Sunday

10:45am

主日学二
Sunday School - 2

电邮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日
Sunday

4:00pm

英语崇拜
English Service

主日
Sunday

4:00pm

英语主日学
Sunday School (E)

诗班练习
Choir Practice
英语青年聚会
Youth Explorer (E)

Change of address / Tel no.

Participation in monthly tithing

其他Oth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Tel: _____________日期Date:__________
请放入奉献袋 Kindly place into the offering bag

教牧同工PASTORAL STAFF

华语崇拜

黄遨游牧师 (牧正) (Ext 112)
Rev Huang Ao-You (Vicar)
aoyou@cogsanglican.org
96330506 (HP)

显现后第二主日

郑鸿恩传道 (Ext 108)
Pastor Tay Hong Ern
hongern@cogsanglican.org
90664427 (HP)

Epiphany 2
17/01/2016
早祷主日崇拜次序

梁淑贞传道 (Ext 107)
Pastor Leong Soak Cheng
soakcheng@cogsanglican.org
96921577 (HP)

诗班
唱诗

主在圣殿中
欢欣安息之圣日

早祷礼文

公祷书

1-3页

吴良荣传道 (Ext 111)
Pastor Moses Ng
mosesng@cogsanglican.org
90033635 (HP)

欢呼颂

公祷书

4页

使徒信经

公祷书

10页

主祷文

公祷书

11页

黄思敏姐妹 (Ext 109)
Sis Ng Soo Bin
soo_bin@cogsanglican.org
92954155 (HP)

本日祝文

公祷书

62页

求安求恩祝文

公祷书

12-13页

孙尉轩弟兄 (Ext 110)
Bro Sng Wei Xuan
wxsour@gmail.com
90275963 (HP)

诗班献诗

献上感恩

读经

约 2:1 – 11

讲道

梁淑贞传道

行政同工ADMIN STAFF

58首

代祷

讲题

关达升弟兄 (干事) (Ext 102)
Bro Frederick Kwan Tuck Sing
93854708 (HP)

奉献诗

李馥明姐妹(财政) (Ext 113)
Sis Joyce Lee Fook Meng

会务报告

李佩君姐妹(行政)(Ext 101)
Sis Rosalind Lee Poey Khoon

默祷散会

重担皆脱下在各各他

222首

我知所信是谁

146首

祝福
唱诗

教会的异象与使命 CHURCH’S VISION & MISSION
异象 VISION:

成为以基督为中心的社区教会

使命 MISSION:

合而为一 Knit a cohesive Church
建立门徒 Make disciples for Christ

会

务

To be a Christ-Centred Community Church
领人归主 Lead people to Christ
服事社区 Serve the Community

报

告

下主日1月24日圣餐崇拜：显现后第三主日
上主日1月10日崇拜总人数：324【华语堂：199 | 双语堂：125】
1. 欢迎大家，特别是新朋友前来参加今早的崇拜。 愿上帝藉著今天的
赞美与敬拜赐福予你们。
2. 会友消息
罗秋霞姐妹的母亲、赵德来弟兄的岳母于1月9日逝世，并已于1月13
日举殡火葬。
范桂英姐妹于1月12日安息主怀，并已于1月16日举殡火葬。
谨此求主安慰丧家。

3. 2016年建堂金认献
为落实善牧堂第2A阶段的重建计划，教会再次鼓励会友参与认献。
请会友为这事祷告，求神带领并赐信心立约。
4. “SENA” 灵修材料
教会还有一些“SENA” 灵修材料存货。 没订购此书的“心得心”
青少年若有意要认购，请向思敏姐妹索取。六个月的刊费是$30/-。
售完为止。

5. 医疗讲座 - 儿童保健贴士
发烧，咳嗽，感冒和腹泻都属于常见的儿童疾病。但要如何才能知
它足以急需赶去诊断呢？ 现在就来参加这讲座以便了解更多！
讲员： 鹰阁医药中心，陈圣洁医生
日期： 2016年1月23日 （星期六）
时间：2 - 3 pm
地点： 善牧幼稚园。 入场免费。
6. 教会祷告会
日期：2016年 2月5日（星期五）
时间： 8 pm 在正堂。
鼓励弟兄姐妹预备心将这段时间献上，同心合一为教会、各肢体、
家庭及个人的需要祷告。

7. 联合崇拜
2月7日（除夕日）当天的崇拜将是联合，时间：9.30am 。
敬请会友注意。
8. 洗礼课程
洗礼课程将于2月13，20，27和3月5日进行。一共4课。
时间: 10.30 am - 11.30 am
地点：副堂2楼图书馆
负责传道：郑鸿恩传道
有意在复活节(3 月27日）接受圣洗礼者，请到服务台报名。
9. 基督教教育
二月份课程有 (I)《护教学：医疗人员》、(II)《趣谈中华文化》。
上课日期： 2月14日、21日 （周日）
时间： 1 - 2 pm, 在副堂2楼课室1/2。
10. 2016新春祝福晚会
主题：《回家 爱家 蒙福的家》
一共3场：2月19日（星期五；农历十二）7.30 pm
2月20日（星期六；农历十三）2.30 pm、 7.30 pm
票价：每张 $15（凭票入场）。 欢迎弟兄姐妹带领未信者出席。
请向服务台购买。售票截止日期：2月14日（星期日）。
11. 2016年度会友大会–各肢体报告
敬请各肢体的在职负责人留意，所有的报告最迟在 2月21日
12. 圣公会中学60周年音乐会【展翅高飞】
圣公会中学举办, 为建校筹款 。
日期：
3月18日 （星期五）7.30pm
3月19日 （星期六）2.30pm 、7.30pm
地点： 加冷剧院
票价:
$28、$38、$60、$80、$100 (不包含购票税)。
请向良荣传道询问及购买。
13. 主日午餐团契
即日起教会将在每个主日预备30份的午餐饭盒,让会友在散会后留下
来用餐团契。 需要午餐者可以付费订购,每份为$4/ - ,先到先得,售完
为止。欢迎你们加入这午餐团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