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教会主题 Church Theme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I do not ask for these only, but also for those who will believe in me through their word, 

that they may all be one, just as you, Father, are in me, and I in you, that they also may be in us, 
so that the world may believe that you have sent me. 

 
 

 
     

 长老会的信仰核心 
          1)              超越的上帝  
        Presbyterian Church reformed heritage             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  
        Our core beliefs                2)              圣道的宣讲 

1) Preeminent God-Centrality of Jesus Christ                 惟有圣经是权威性的 
2) Preaching of the Word-Only Scripture is authoritative  3)                   信徒皆祭司 
3) Priesthood of Believers-All are called to serve    我们被呼召来侍奉 
 
 
Our Confessions                               长老会的信仰告白 
1)  The Apostles Creed        1)             使徒信经              
2)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2)      韦斯敏斯德信条  

 
      长老会荣光堂 
       YUNG KWANG PRESBYTERIAN CHURCH 
      184B Choa Chu Kang Ave 1 Singapore 689463 

               电话 Tel: 67624166  教会网址: www.yungkwangpc.org 
  

主日崇拜 (华/英)            早上 10点半 
儿童主日学 ( 4-12岁)           早上 10 点半 
中学主日学 ( 12-17岁)                 早上 10点半 
午餐，茶点交通                中午 12点 
成人诗班                   下午 1点 
查经团契 ( 24岁以上 )                        下午 12点 45分 
青少年团契 ( 12-24岁 )    下午 12点 45分 
教会祷告会                    每 个月第二个星期五 
乐龄活动     每周三早上 10点 

在基督里合一 

United in Christ  

约翰福音十七章廿至廿一节 

John 17:20-21 



2019 年 02 月 03 日 

主席: 林慧芳长老         
主日崇拜程序 

5-2019 

司琴：黄诗敏姐妹 

默    祷 序乐 
11 恳求圣父来临（H14）  
Come, Thou Almighty King   

宣    召 主席 Psalm 诗 96:1-4 

赞 美 诗 众立 
06 颂赞主圣名（H33) 

Blessed Be the Name 

齐声祷告 主席/会众 主 祷 文 

敬拜赞美 林家韵姐妹  

经文启应 主席/会众 
Psalm 诗 71:1-6 

1 Corinthians 林前 13:1-8，13 

 众立 
 

荣耀颂 Gloria Patri 
 

宣    读 主席/会众 使 徒 信 经 

献    诗 诗班 在花园里 In the Garden 

恭读经文 
黄业盛弟兄  

沈秀凤长老 
Jeremiah 耶 1:4-10 

证    道 李宗高牧师 留心聆听主的声音 

回应诗歌  众立 
求主教我听主恩音(H313) 

Lord, Speak to me, that I may Speak 

圣    餐 李宗高牧师 
1 聆听温柔之声(H185)  

According to thy gracious Word 

奉    献 李月娥姐妹 献礼文 

谢    祷 莊春梅执事  

 众立 三一颂 Doxology 

祝    祷 李宗高牧师  

 众立 阿们颂 Amen 

会闻家讯 林国源传道/主席 教会代祷/每月金句/谢饭祷告 

平安散会 殿乐 
愿主赐福看顾你(H 封底内页)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会 闻 家 讯 
 

1) 感谢本堂摄理牧师李宗高牧师今早的证道。 
2) 10/02（下主日）由本堂林国源传道证道，讲题:『意外的惊喜』，经文:路5:1-11，

请为讲师及此聚会祷告，并预备心来敬拜主。  

3) 本堂将于 03/02（本主日）崇拜聚会后举行堂议会。特此邀请会友出席参加，以便

共襄会务。 

4) 本堂将于 05/02（农历正月初一，周二）早上 10:30 在教会举行新春感恩崇拜聚

会，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出席参加。 

5) 青少年/职青查经小组聚会将于 17/02（主日）下午 12:45 在教会举行，由导师

David 主领，请青少年/职青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出席参加。 

6) 本堂查经小组聚会将于 22/02（周五）晚上 8 点在教会举行，「腓利比书（一）」，

经文:腓 1:1-11。透过归纳法查经之『观察』、『解经』、『应用』三个步骤让读

者深入研读经文，启发读者思考、尝试解释，将真理应用在生活上。由林国源传

道主领，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出席参加。 
 

 

本月金句背诵  
 

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事奉敬拜别神。 

申命记 11:16 Deuteronomy 11:16 (ESV) 
 

Take care lest your heart be deceived, and you turn aside and serve other gods 
and worship them; 
 
《韦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七十二问  

(详细资料参阅 www.yungkwangpc.org，热门连线/信仰告白)  

 

《标竿人生 Purpose Driven Life》(36) 

- 为使命而被造 
正如你交给我一个在世上的使命，我也交给他们一个在世上的使命。(约17:18) 

最重要的是完成我的使命，就是主耶稣交给我的工作。(徒20:5) 
 

(36)我的人生目的省思 
思想要点：我为使命而被造。 

背记经文：「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9-20) 

思考问题：我惧怕什么使我不能完成神给我的使命？什么事阻碍我向人传福音？ 

 

** (参考资料『Purpose Driven Life』，by Rick Warren.) 

http://cclw.net/book/bgrs/htm/index2.html 

 
  



 

 

                       

   葡 萄 园        

           

2019 年 02 月 10 日  主显节后第五主日 

主  席 吴雪莉长老 司  琴 黄诗敏姐妹 

讲  师 林国源传道 领  诗 钟思颖姐妹 

收奉献  陈金生执事,丁玉群姐妹 读  经  林慧芳长老 胡佩佩姐妹 

2019 年 02 月 17 日  主显节后第六主日 

主  席 沈秀凤长老 司  琴 黄诗敏姐妹 钟思颖姐妹 

讲  师 曹树强牧师 领  诗 李月娥姐妹 

收奉献  钟庆国弟兄,钟思恩姐妹 读  经  杨杰弟兄 林清萍姐妹 

2019 年 02 月 24 日  圣马提亚日 

主  席 林锦海执事 司  琴 黄诗敏姐妹 

讲  师 王建枝牧师 领  诗 钟思敏姐妹 

收奉献  莊春梅执事,钟庆耀弟兄 读  经  林家韵姐妹 胡佩佩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