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部 

 

 

 

 

 

 

 

 

9/5 复活后第五主日-早祷崇拜直播 

证道：邓维信传道-《爱的回应》 

经文：诗 104:26-32 & 约 21:15-19 

直播链接：https://youtu.be/Mg-v4w7feVY 

或上教会网站： www.sacm.sg 

紧急信函：https://sacm.sg/main/wp-

content/uploads/2021/05/Urgent-letter.pdf 

实体崇拜（预约登记） 

日期 时间 证道 

15/5 周六 
教区年议会 

11:30am 崇拜暂停一次 

16/5 主日 
圣餐崇拜 

直播 
9:30am 

安跃进 

 牧师 

16/5 主日 圣餐崇拜 4:30pm 
安跃进 

牧师 

 

 座堂华语部实体崇拜最新消息 

受疫情影响，座堂华语部 5 月起开放三堂实体

崇拜：单周: 圣餐崇拜；双周: 早祷、晚祷崇拜 

崇拜 人数限额 地点 

主日 9:30am 100 大堂 

（实体+直播） 

主日 11:30am 暂停 - 

主日 2:30pm 暂停 - 

主日 4:30pm 100 大堂 

周六 11:30am 100 大堂 

请根据链接预约登记： 

https://form.jotform.com/20332191764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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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冯宝琳同工： 63392435 

林晓莹同工： 96546665 

罗丽玮同工： 9221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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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Mg-v4w7feVY
http://www.sacm.sg/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1/05/Urgent-letter.pdf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1/05/Urgent-letter.pdf
https://form.jotform.com/203321917641450
https://form.jotform.com/203321917641450


 

 

宣道部 

 

 5 月 23 日 （9:30am 崇拜举行） 
坚振礼名单：共 23 位 

Zoom Meeting : https://us02web.zoom.us/j/82166565943      PW: myan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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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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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我们会预留座位给坚振礼人员和家属。 

 

当天缅甸语崇拜的 

Rev Moses Israeli 

将做简单分享。 

 

https://us02web.zoom.us/j/82166565943
https://us02web.zoom.us/j/86398585966


 

团契部 

 
组长暨小组领袖装备训练（共 6 课） 

日期：10/5-14/6（每周一）时间：7:45-9:15pm 

导师：安跃进牧师 

敬请组长、副组长、小组导师、备任组长等拨冗出席。请跟行政同工、余家熹同工报名。 

Zoom: https://us02web.zoom.us/j/82744317804  

Meeting ID: 827 4431 7804   Passcode: 987456 

课程内容 PDF 版本：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1/04/leader-trianning.pdf 

日期 内容 分组讨论 

10/5 1) 装备小组领袖的目的 

2) 小组团契的定位与功能 

3) 小组领袖的属灵呼召 

4) 作小组领袖的资质要求 

1) 你对小组团契的定位和功能把握得如何？

你认为自己在 哪一方面尚有欠缺？ 

2) 在今天的课程装备前后，你对担任小组领

袖的资质要求有什么不同或变化？ 

17/5 5) 小组聚会内容四要素 

（4W 原则的应用） 

6) 如何有效评估组员属灵生命进程 

7) 如何评估和鼓励组员帮助你带领小组 

 

1) 试分享，针对你自己的小组实际状况，你

如何运用 4W 原则合理地分配小组聚会的

时间段？ 

2) 以你的小组其中一位组员为例，评估他

（她）的属灵程度在哪一个阶段？为什

么？(CONFIDENTIAL) 

24/5 8) 如何设计与策划小组聚会“以外的活动” 

9) 有效解决组员间的矛盾和冲突 

 

 

1) 经过今天课程的装备，有哪几项小组聚会

“以外的活动”是你之前不曾想过的？ 

2) 假若组员之间的矛盾是你无从可以解决

的，那么你会寻求怎样的资源转接和跟

进？ 

21/5 10) 有效的小组领袖的八种习惯 

11) 强化小组凝聚力的四种动力 

 

1) 在这八项习惯中，哪几项是你比较缺乏

的？思想一下接下来如何改进和改善？ 

2) 试举例分享，在加强小组凝聚力方面，你

有什么成功或认为失败的经历？ 

7/6 

 

12) 如何设计小组聚会的“查经”环节？ 

13) 你也能带领查经暨简易归纳法简介 

14) 小组查经与领导力 

1) 请根据导师提供的经课，试以简易归纳法

指出对该段经文“查经”的要点解释。 

14/6 15) 小组团契纪律指引 

16) 组长职责明细表 

 

1) 试举例说明，在纪律方面，你目前的小组

有浮现出怎样的问题？又如何跟进？

(CONFIDENTIAL) 

2) 试分享，你在本轮装备中的其中一两项得

着？ 

 

https://us02web.zoom.us/j/82744317804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1/04/leader-trianning.pdf


  

 

 

 

 

 

 

 

 

 

 

 

 

 

 

 

 

YMYF Camp 2021 ‘有话直说; Let’s Talk about Sex’ - 青少年事工主办 

日期：17/6 - 19/6 (周四至周六) 

讲员：Mr. Joseph John （新加坡神学院辅导系的兼职讲师，专长于忧伤辅导，性别与性欲教育） 

地点：St. Andrews Village (17-18/06); St. Andrews Cathedral (19/06) 

报名链接: https://tinyurl.com/sacmcamp2021  

报名费： $25/位， 集体报名 (两人以上)： $20/位 

报名注册后，请用银行的 App 扫描右边 QR 码，以 PayNow 的方式付款。 

鼓励 13-25 岁的青少年积极参与营会。盼望这营会帮助我们教会的青少年人借此机会踏出第一步，

一同成长，学习以主耶稣基督的真理和恩典建立一个安全的空间和群体，一同探讨生活中种种敏感却

深奥与重要的问题。 

注：为了配合政府所设立的安全措施，这营会将会是一个日营，且以不超过 8 人的小组方式进行。 

联系人：林温节传道：9011 4707 

              卢颖熹弟兄：9169 8567 

注：活动进展视后续疫情情况而定 

 

 

https://tinyurl.com/sacmcamp2021


 

青少年主日学返回实体主日学-5 月中 

由于教会的空间有限，青少年主日学将会租用教堂附近的空间。请看以下详情： 

日期 节目 地点 

16/5 

11:15am-

12:45pm 

• 青年一、二实体主日学 

• 少年一、二，少年三、四 

仍然在线上授课 

• 青年一、二：Adelphi #03-32, VOS 

studio 32  

• 少年一、二，少年三、四：线上授课 

23/5 

11:15am-

12:45pm 

• 青年一、二实体主日学 

• 少年一、二，少年三、四，

实体主日学  

• 青年一、二：Adelphi #03-32, VOS 

studio 32  

• 少年一、二，少年三、四：Singapore 

Recreation Club, Level 1, Lounge 1883 

30/5、6/6 

11:15am-

12:45pm 

• 青年一、二； 

• 少年一、二，少年三、四：

实体小组时光 

• Singapore Recreation Club, Level 1, 

Lounge 1883 

6/6 后： 

实体主日学还是会继续。 

如今是过渡期，由于地点的关系，有时会有改变，我们会陆续跟进每个月的详

情。 

时间：11:15am-12:45pm 

详情请联系林温节传道 ：9011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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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廊华语堂教会洪树杉牧师将于 26/5

正式退休，感谢洪牧师多年来的辛勤

付出，求主继续保守看顾他的家庭和

退休生活。 

其他 

青年团契 5 月份线上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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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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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福根  

蒲李淑娴   王方美英 

 

服侍部  

慰唁 

早堂会友孙玉嫣姐妹于 5/5 安息主怀，求主安

慰家属。 

16/5 - 查经/小组活动        

23/5 - 预查       

30/5 - 搭档小组 

欢迎 19-25 岁青年人参加。 

牧师动向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19/10/restoration-leaflet-chn-1.10.19-v1.2.pdf


   

主日证道 

《多结果子》-刘祖发牧师 
徒 8:26-40 & 约 15:1-8 

 

 

 

 

2021/2022 年 执事会组织 

主席  安跃进牧师                

圣品托士 陈闪鑫                  

会友托士 李耀龄 

文书  解明喜-正            陈婉雯-副 

财政  李嘉玲-正                 关正德-副 

财务小组  安跃进牧师    陈闪鑫     李耀龄 解明喜      李嘉玲  

                                关正德            李际贯     陈子豪 

策划小组  安跃进牧师 陈闪鑫      李耀龄  解明喜     李嘉玲  

                                赵义山            安文斌     郑慧玲 

教区年议会代表 李耀龄   李际贯     解明喜  安文斌 

教区华文部平信徒领袖代表 冯志刚                                           

座堂执事会代表   李际贯-正            卢惟信-副 

圣公会中学董事会代表   梁国泰 

众圣老人院董事代表   黄甘霖牧师 

执事  张欣盛       邢咏杰     王家荣    蓝亚强   陈建宇  

特约执事       林琪敏       胡庆堂    曾威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