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二二二〇〇〇〇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月月月卅卅卅卅日日日日十時十時十時十時     

宣    召： 

唱詩讚美神：   惟我神永配得讚美  數算主恩  禰信實何廣大 
默想神的話： 加拉太書 6:9 

禱    告：  

讀    經： 尼希米記 5 章 14-19 節 （舊約 596 頁）    

奉獻禱告：  第 308 首   感謝神   （3 節全唱） 

講    道：    ““““尼希米的榜樣尼希米的榜樣尼希米的榜樣尼希米的榜樣””””    尼希米記 5:14-19    

回 應 詩：（（（（呼召呼召呼召呼召））））第 358 首   奉獻身心為主 （3 節全唱）  
報    告： 

祝    福： 

唱    詩： “阿門頌”    

默禱、散會：  

今日崇拜 領領領領        詩詩詩詩：：：：何張佳韻師母,李尤麗姊妹 領領領領        會會會會：：：：潘作豐弟兄,趙孝慈姊妹  講講講講        員員員員：：：：何澤平牧師 讀讀讀讀        經經經經：：：：陳小蘋姊妹,徐慕貞姊妹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Sasirak 姊妹    奉獻禱告奉獻禱告奉獻禱告奉獻禱告：：：：張鳳琴姊妹     接接接接        待待待待：：：：洪毓晴姊妹、晏祥月姊妹、思定盛姊妹、袁  奇弟兄     收奉獻收奉獻收奉獻收奉獻：：：：趙威風弟兄、張  贊弟兄、周渡江弟兄、陳潮進弟兄、 
  林麗君姊妹、李尤惠姊妹 

下週崇拜 領領領領        詩詩詩詩：：：：康美然姊妹,李尤麗姊妹 領領領領    會會會會：：：：熊全基弟兄,趙孝慈姊妹  講講講講        員員員員：：：：何澤平牧師 讀讀讀讀    經經經經：：：：江曼生姊妹, 徐秋玉姊妹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陳麗君姊妹 奉獻禱告奉獻禱告奉獻禱告奉獻禱告：：：：陳潮進弟兄  接接接接        待待待待：：：：許德良弟兄、鄭  偉弟兄、晏祥月姊妹、思定盛姊妹     收奉獻收奉獻收奉獻收奉獻：：：：晏祥仙姊妹、洪毓晴姊妹、李清清姊妹、張鳳琴姊妹、  林文英姊妹、林麗君姊妹                            

 
  今天 10:00 在懷恩堂大堂舉行國，泰語聯合崇拜，並有午餐愛筵。主日學暫停一次。 
 下主日（六日）10:00 國、泰語部在懷恩堂大堂舉行主日崇拜，09:30 禱告會，備有午餐愛筵。 
 每月第一主日 08:00-09:00 在 31 室舉行執事會禱告會，邀請弟兄姊妹參加。 
 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 1111----2222 月靈修日記已印妥月靈修日記已印妥月靈修日記已印妥月靈修日記已印妥，，，，鼓勵弟兄姊妹每天靈修鼓勵弟兄姊妹每天靈修鼓勵弟兄姊妹每天靈修鼓勵弟兄姊妹每天靈修，，，，與神建立個人密切與神建立個人密切與神建立個人密切與神建立個人密切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請弟兄姊妹崇拜後在大堂外接待桌索取請弟兄姊妹崇拜後在大堂外接待桌索取請弟兄姊妹崇拜後在大堂外接待桌索取請弟兄姊妹崇拜後在大堂外接待桌索取。。。。    
 請弟兄姊妹在接待桌領取 2019 年月曆。 
 本週二（一日）為元旦，教會辦公時放假一天。 
 本週四本週四本週四本週四（（（（三三三三日日日日））））上午十時婦女傳道會在教會上午十時婦女傳道會在教會上午十時婦女傳道會在教會上午十時婦女傳道會在教會 51515151 室聚會室聚會室聚會室聚會，，，，由李承禧牧師証道由李承禧牧師証道由李承禧牧師証道由李承禧牧師証道，，，，歡迎大家參加歡迎大家參加歡迎大家參加歡迎大家參加。。。。    
 今天崇拜後，請一月份負責接待及收奉獻的弟兄姊妹在大堂與張鳳琴姊妹一起禱告。(許德良弟兄、鄭  偉弟兄、晏祥月姊妹、思定盛姊妹、晏祥仙姊妹、洪毓晴姊妹、李清清姊妹、張鳳琴姊妹) 
 “愛的奇蹟”佈道會 2019 年元月 19-20 日 17:30（17:00 開始入座）。一起來經歷愛的奇蹟以及聆聽 Franklin Graham 的特別講座。邀請弟兄姊妹安排時間，並邀請親友參加，請在接待桌領取請帖。 
 本月（2，9，16，23，30 日）教會將收集聖誕感恩奉獻，全部款項將用以幫助教會以外弟兄姊妹和各基督教機構，若弟兄姊妹指定給任何教會以外教會以外教會以外教會以外的機構或個人，請在奉獻袋上註明，作為財務委員會參考。 
 一月份崇拜負責領詩、領會、讀經、奉獻禱告的弟兄姊妹如下： 領領領領                詩詩詩詩：：：：    （13）王力鵬 （20）康美然     （27）張贊    領領領領                會會會會：：：：    （13）蔡偉才 （20）楊樹群     （27）陳潮進    讀讀讀讀                經經經經：：：：    （13）王家美           （20）任天馳     （27）思定盛    奉獻禱告奉獻禱告奉獻禱告奉獻禱告：：：：    （13）朱錦榮 （20）金瓊思     （27）劉  傑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13）康  健 （20）何張佳韻     （27）吳美儀    音音音音                響響響響：：：：    （13）黃漢象 （20）盧元昇     （27）黃漢象    投投投投                影影影影：：：：    （13）何奇勝 （20）楊榮達                                （27）劉 昕 上週週聯合崇拜人數： 243 人 兒   童：   24 人 主日奉獻：  66,825.00銖       婦女傳道會奉獻：       3,900.00銖 教會轉：    5,000.00銖    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75757575,,,,725725725725....00000000 銖銖銖銖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 

   （加拉太書 6 章 9 節） 請續看後頁 



 
 財務與總務事工委員會報告財務與總務事工委員會報告財務與總務事工委員會報告財務與總務事工委員會報告：：：：    泰國稅務局已公佈于泰國稅務局已公佈于泰國稅務局已公佈于泰國稅務局已公佈于 2019201920192019 年稅收年開始年稅收年開始年稅收年開始年稅收年開始，，，，要求使用電子捐款系統上的數據為要求使用電子捐款系統上的數據為要求使用電子捐款系統上的數據為要求使用電子捐款系統上的數據為抵稅憑據代替宗教抵稅憑據代替宗教抵稅憑據代替宗教抵稅憑據代替宗教、、、、慈善機構所開的抵稅證據慈善機構所開的抵稅證據慈善機構所開的抵稅證據慈善機構所開的抵稅證據。。。。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有意申請抵稅的奉獻者有意申請抵稅的奉獻者有意申請抵稅的奉獻者有意申請抵稅的奉獻者請聯係教會辦公室填寫表格請聯係教會辦公室填寫表格請聯係教會辦公室填寫表格請聯係教會辦公室填寫表格：：：：如是泰國公民奉獻者需填寫泰國身份證姓名和號如是泰國公民奉獻者需填寫泰國身份證姓名和號如是泰國公民奉獻者需填寫泰國身份證姓名和號如是泰國公民奉獻者需填寫泰國身份證姓名和號碼碼碼碼；；；；非泰國公民奉獻者需填寫按照護照英文姓名和在泰國付稅非泰國公民奉獻者需填寫按照護照英文姓名和在泰國付稅非泰國公民奉獻者需填寫按照護照英文姓名和在泰國付稅非泰國公民奉獻者需填寫按照護照英文姓名和在泰國付稅 13131313 位數號碼位數號碼位數號碼位數號碼。。。。    
 弟兄姊妹電話或手機號碼如有改變。請在接待桌登記本上改正，以方便連絡。 
 請弟兄姊妹注意：交通警察不允許在素坤逸 19 巷路旁包括教會外面停車。   週間聚會時間地點週間聚會時間地點週間聚會時間地點週間聚會時間地點：：：：    週間聚會週間聚會週間聚會週間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婦女傳道會婦女傳道會婦女傳道會婦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個、第三個禮拜四 早上十時至中午十二時 懷恩堂 5 樓 51 室 大衛小組大衛小組大衛小組大衛小組    每個禮拜三 晚上七時至九時 孫智慧弟兄診所 （素坤逸三十九巷） 寶馬雙語小組寶馬雙語小組寶馬雙語小組寶馬雙語小組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緬甸語緬甸語緬甸語緬甸語    每個禮拜四 晚上七時 寶馬服裝市場 趙國蕊姊妹家 沙吞小組沙吞小組沙吞小組沙吞小組    每個禮拜五 晚上七時卅分至九時 劉 傑弟兄家 青年小組青年小組青年小組青年小組    每個禮拜六 晚上七時至九時 懷恩堂 3 樓 31 室 家庭小組家庭小組家庭小組家庭小組    每個禮拜六 晚上七時至九時 懷恩堂 5 樓 51 室  主日學上課時間表 (每月第一個主日舉行禱告會，主日學暫停一次) 班班班班                級級級級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課課課課                室室室室    上上上上課時間課時間課時間課時間    成人主日學成人主日學成人主日學成人主日學    （（（（創世記創世記創世記創世記））））    楊樹群弟兄 一樓大堂 9:30～10:20 新生命新生活新生命新生活新生命新生活新生命新生活        蕭明華姊妹 31 室 9:30～10:20 青少年主日學青少年主日學青少年主日學青少年主日學    何張佳韻師母 32 室 9:30～10:20 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    趙 娟姊妹、趙孝慈姊妹 33 室 10:30～12:00 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    （（（（小小班小小班小小班小小班））））    思定盛姊妹，金瓊思姊妹，胡潤萱姊妹 43 室 11:00～12:00 

    

不不不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    

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    

希伯來書希伯來書希伯來書希伯來書 10:2510:2510:2510:25    

 

16 ซอยสุขุมวิท 19 แขวงคลองเตยเหนือ เขตวัฒนา กรุงเทพฯ 10110 BTS อโศก ทางออก 1 MRT สุขุมวิท ทางออก 3 

16 Soi 19 Sukhumvit Road, Wattana, Bangkok 10110 Thailand (BTS Asoke exit 1; MRT Sukhumvit exit 3) 

Tel : 02-253-3227, 02-651-0418; Fax : 02-651-0419 Email : gbch50@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