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部
实体崇拜（预约登记）
日期

时间

14/11 周六 圣餐崇拜 11:30am
早祷崇拜
15/11 主日
9:30am
直播
15/11 主日 圣餐崇拜 2:30pm

证道
彭纽传道
彭纽传道
彭纽传道

座堂华语部实体崇拜
8/11 三位一体后第廿二主日
在线早祷崇拜直播
证道: 安跃进牧师-《活着就是要-荣耀神》
点击： https://youtu.be/w-JVWWUsYBw
或上教会网站： www.sacm.sg
观看早祷崇拜直播.

会在下列时段进行:主日 9:30am、2:30pm；
周 六 11:30am 。 请 根 据 链 接 预 约
记:https://form.jotform.com/201767841772059
预约登记会在该堂崇拜前一天关闭。若需要
帮忙登记，请联络：
办公室冯宝琳同工： 63392435
林晓莹同工：
96546665
罗丽玮同工：
92213364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82913678912
Meeting ID: 829 1367 8912 Passcode: prayer

线上直播链接：https://youtu.be/VuoOAXlsVGU

教育部

如何支付报名费：
1. 支票：抬头 – LIVING WORD LTD 并
注明 ‘主日学研习课程’；邮寄到：
60 Kaki Bukit Place, #06-07 Eunos
Techpark, Singapore 415979
2. iBanking – Account Name：LIVING
WORD LTD ；Account No： UOB
904-345-616-0 并注明 ‘NOV SST’
3. Paynow – UEN：197400412Z 并注
明 ‘NOV SST’
倘若有任何的询问，请电邮联络张慧
娟姐妹 (pamela@anglican.org.sg)
报名链接：
https://forms.gle/ucVw5cUGbu1gm5tKA
备注：须缴付报名费，才算完成报名
程序，您将会收到 Zoom Video 视讯链
接。

服侍部
为病痛、软弱的弟兄姐妹代祷
陈小秋 甄俊豪 杨秀莲 黄伴章 叶星发 姚木珠
邱莲娇 谭亚华 王秀琼 翁慕昭 庄亨治 吕玉铭
吴松平 邱国兰 郑优妮 黄丽华 廖诗豪 郑祥英
王非洲 李秀芳 叶亚娣 高份数 吴国英 李金泰
孔亚兴 陈桂梅 简碧红 徐凤月 陈爱薇 陈爱明
蔡桂开 顾翠玉 康玉莲 吴奇英 谢木齐 蔡立伟
张秀英 朱健华 巫竹香 陆可刚 詹贵英 杜正添
洪超宽 崔如珊 郭淑珠 李源丰 邓焕桂 胡玉珍
刁毕硕 陈俏容 苏英生 陈亚玉 陈哲贤 林文欢
胡意坚 蒲李淑娴 王方美英

宣道部

圣诞布道会-“疫”样的平安
日期：19/12
时间：8:00pm
说明：鼓励会友以小组或家庭的模式，在当中成员的家中举行圣诞节的聚餐。我们更鼓励会友
邀请新朋友参与在其中。教会也在当天为有邀请新朋友的家庭提供火腿或蛋糕，代表教会接待
新朋友。按照国家安全措施的许可，以一家最多能够邀请五位宾客为准：
1. 请会邀请新朋友的小组或家庭在网上登记。登记时，请选择要圣诞火腿或蛋糕。
2. 聚会的组合，可以是：
•

一个小组（一家 + 4 位小组成员 + 1 位新朋友）

•

家庭的聚会 （一家 + 另一家不超过 5 位的成员或新朋友）

请有兴趣的小组或家庭，用以下的链接报名参加，以便教会行政协调食物和为新朋友预备圣诞
礼物的事宜。
报名链接：https://tinyurl.com/y5bkgsg8

团契部

青年团契 11 月份线上聚会
8/11 - 大组聚会

15/11 - 小组活动

22/11 - 无活动

29/11 - 搭档小组活动

欢迎 19-25 岁青年人参加。

青少年事工 Camp Fusion 2020 聚变营
时间：3-5/12
报名链接: https://forms.gle/e4TtAFghz6292WA68
网上注册后，还需以 PayNow 方式付营会费
用。每人 $30 (PayNow: T08CC4056GA01
请标明 ‘Camp Fusion’和报名者全名)
鼓励 12-19 岁的青少年积极参与营会， 盼望
在这“特别、安全”的营会, 更明白团契的意义
和上帝的教导。
注：这营会将会是一个日营；且以小组的方
式进行，以配合政府所设立的安全措施。
联系人：林温节传道：9011 4707
谢家欣传道：9379 2371

其他
座堂问卷调查

为了确保您能及时收到座堂华语部的重要资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教会弟兄姐妹信仰生活和属灵

讯，教会特设此统一的资讯推送平台。若您愿

生命受疫情影响的状况，教会将开展一项线上问

意接收，请完成以下两个步骤：

卷调查。希望大家都能即刻行动起来，踊跃参与

1. 请点击链接:

问卷调查。

https://wa.me/+6563397302?text=我愿意

1️. 请大家在一周内完成填写并提交。

订阅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的资讯号, 或扫描

2️. 每个会友只限填写提交一次。

右边的 QR 码 。

3️. 调查问卷大约可在 5-10 分钟之内完成。
问卷调查链接：
https://keyholeinsights.syd1.qualtrics.com/jfe/for

2. 必须把号码: 6339 7302 加入至您的通讯，以

m/SV_a3lu9hk0ii3agaF

便接收信息。

2020 年 1-9 月底的收支(未经审计)
2020 年
经常费
(1-6 月底)
收入
支出
盈余/
(不敷)

1,788,039**
-1,550,724
237,315

2019 年
经常费
(1-6 月底)

与 2019 年 基金捐献金
同期相比 （不包括裕廊
建堂金和
修复工程）
1,929,075
-7.31%
245,107
-1,676,414
-7.50%
-88,521
252,661

156,586

各团契
存款

697
-785
-88

- 2020 年 1 月至 9 月经常费收入 (** 包括政府雇佣补贴 JSS - $195,055)
同比 2019 年减少 7.3%
- 十一奉献是圣经的教导, 也是对会友履行教会责任和义务的要求，鼓
励弟兄姐妹以甘心乐意的心持守十一奉献的事奉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
分之一全然送入仓
库，使我家有粮，
以此试试我，是否
为你们敞开天上的
窗户，倾福与你
们，甚至无处可
容。这是万军之耶
和华说的。
-玛 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