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部

首次参加崇拜的新朋友，
请在座位前站立，
好让教牧同工认识你。
座堂华语部实体崇拜最新消息
座堂华语部在 2021 年起开放五堂实体崇拜：
单周：圣餐崇拜；双周：早祷、晚祷崇拜
周六崇拜 (11:30am) -150 人
主日崇拜- (9:30am 直播) -125 人
(11:30am) -125 人 (2:30pm) -100 人
(4:30pm) -100 人
请根据链接预约登记：
https://form.jotform.com/203321917641450

18/4 复活后第二主日-圣餐崇拜直播
证道：安跃进牧师

预约登记会在该堂崇拜前一天晚上 7pm 关
闭，崇拜后隔天早上 9 时整即可预约登记下
周的崇拜。若需要帮忙登记，请致电：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办公室冯宝琳同工：

63392435

直播链接：https://youtu.be/AQHhU-NYmI0

林晓莹同工：

96546665

或上教会网站： www.sacm.sg

罗丽玮同工：

92213364

出席实体崇拜细节须知

实体崇拜（预约登记）
日期

时间

证道

24/4 周六

早祷崇拜

11:30am

黎传胜
传道

25/4 主日

早祷崇拜
直播

9:30am

黎传胜
传道

25/4 主日

11:30am 崇拜暂停一次
（2021 线上常年会友大会）

25/4 主日

晚祷崇拜
（粤语）

2:30pm

黎国华
弟兄

25/4 主日

晚祷崇拜

4:30pm

黎传胜
传道

• 请大家在崇拜入口处领取一次性消毒纸
巾，根据视频中的指示，在崇拜结束时，
自行清洁自己的座位后才离场。

清洁座位指导视频：
大堂 https://youtu.be/b9qncp-QRfQ
新圣殿 https://vimeo.com/492778661
• 同时也请大家在出席崇拜时，遵守 MCCY
的安全准则。

出席崇拜须知视频：
https://vimeo.com/489269723

5 月 23 日 坚振礼名单 23 位
郭红霞 陈亚花 连霓妏 林毓人 张新彦 林秀英
洪

丹 杨善明 刘旭晖 刘惠娴 刘慧珍 余慧茗

王曦文 王静云 赵佳琳 赵可恩 黄恩琦 黄俊杰
黄俊伟 卢宣恩 安信美 邓稀杰 卢语恩
请在祷告中纪念他们，求神坚固他们的信心，带领他们
在基督里不断成长。

讲台读经“语音”专业教导暨读经服侍属灵指引
日期：8/5（周六）时间：2-4pm
地点：Prayer Hall A & B
导师：邢英莲姐妹 / 安跃进牧师
要求凡参与讲台读经服侍的弟兄姐妹出席。
报名请联络：林晓莹同工：9654 6665
罗丽玮同工：9221 3364

宣道部

Zoom Meeting : https://us02web.zoom.us/j/86398585966

PW: zhongyou

教育部

基督小精兵暂停一次
由于 25/4 举行 2021 常年
会友大会，四月份的线上
聚会将暂停一周。

报名链接：https://forms.gle/F1qdDxKx1Ynp99Xk8

团契部

服侍部
共结连理
方国麟弟兄和梁欣怡姐妹
于 24/4（周六）在本堂举行结婚典礼
愿主赐福。

青年团契 4 月份线上聚会
18/4 - 小组活动
25/4 - 预查
欢迎 19-25 岁青年人参加。

为病痛、软弱的弟兄姐妹代祷

组长暨小组领袖装备训练（共 6 课）

陈小秋 甄俊豪 杨秀莲 黄伴章 叶星发 姚木珠

日期：10/5-14/6（每周一）

邱莲娇 谭亚华 王秀琼 翁慕昭 庄亨治 吕玉铭

时间：7:45-9:15pm

吴松平 邱国兰 郑优妮 黄丽华 廖诗豪 郑祥英

导师：安跃进牧师

王非洲 李秀芳 叶亚娣 高份数 吴国英 李金泰

Zoom 线上授课

孔亚兴 陈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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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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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宝群
余沛莲 高美珠 卢耀华 吴文德 蒲李淑娴
王方美英

敬请组长、副组长、小组导师、备任组长等拨冗
出席。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82744317804
Meeting ID: 827 4431 7804 Passcode: 987456

其他
季刊 21 期

圣坛献花

季刊第 21 期正式向弟兄姐
妹们 邀稿 ，有感动的弟兄
姐妹可分享信主见证、生
活见证、疫情中的恩典等
等，请把稿件在 30/4 前发
送至：xiaoying@sacm.sg

刘丽宣与陈闪鑫追忆母亲与岳母谢秀玉安息
四周年(22-4-2017)。
陈祎葳、卢维杰、陈靖维、卢昀柔、卢昀温
追忆外婆与曾外婆谢秀玉安息四周年。

按牧典礼 日期：9/5 (主日) 时间：4:30pm 地点：圣安德烈座堂
请为以下即将被按立的传道祷告：
1.钟镇镔传道 (真光堂)

2.朱清龙传道 (诸圣堂)

3.何志明传道 (救主堂)
直播链接：https://bit.ly/os-95

4.黎传胜传道 (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

根据教区有关按牧规定，接受按立候选人须在按立日前至少三个主日在堂会公
示。若你对上述候选人的按立有任何意见，可向教区主教(或主教办公室)反映。

25/4 主日 11:30am 线上进行
➢ 开会通知 ：http://sacm.sg/main/agm2021/
➢

候选会友托士/执事
圣品托士：陈闪鑫 (主任牧师委任)

会友托士：李耀龄

教区年议会代表：李耀龄、安文斌、解明喜、李际贯
执事：张欣盛、赵义山、关正德、李嘉玲、邢咏杰、冯志刚、林琪敏、
陈子豪、卢惟信、陈婉雯、郑慧玲、曾威旗、王家荣、蓝亚强、陈建宇

➢

凡有选举权的会友，请您于 23/4 中午 12 时正之前，在教会官网/点击以下链接填
写。
（在线填写或邮寄，取其中一种即可。
）
➢ 介绍视频 ：https://youtu.be/Nri11QO116k
➢

在线委托书和执事选举投票表格：https://form.jotform.com/210048621101437

➢ 打 印 委 托 书 和 执 事 选 举 投 票 表 格 下 载 ：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1/04/2021AGM_Voting-210403.pdf
(邮寄者，必须在 23/4 中午 12 时正之前收到委托书和选举表格，方为有效。）
➢

若您会出席 2021 网络直播常年会友大会，请点击链接登记：

https://form.jotform.com/2100476861734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