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公室冯宝琳同工：63392435
林晓莹同工：96546665
罗丽玮同工：92213364

请根据链接预约登记：
https://form.jotform.com/203321917641450

预约登记在周一9am开放，周六7pm关闭，
需要帮忙登记，请联络：

证道：安跃进牧师

     《从诗篇90悟孝亲》

经文：诗90:1-14&弗6:1-4 

直播链接：        

或上教会网站：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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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部
 1 3  / 0 6 / 2 0 2 1

 家讯报告

座堂华语部实体崇拜最新消息

双周-早祷崇拜。教会将密切关注接下来政府的相关防疫政策的调整和教区的
指示，以便及时回应作线上线下同时圣餐安排的必要。

目前座堂华语部每主日开放一堂9:30am-50人的实体崇拜，单周-圣餐崇拜、

本日证道信息

www.sacm.sg

https://youtu.be/N6kNavkuqoU

https://form.jotform.com/203321917641450
http://www.sacm.sg/
https://youtu.be/N6kNavkuqoU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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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链接：https://forms.gle/Qs837XPQYbJzCk6P6

https://forms.gle/F1qdDxKx1Ynp99Xk8
https://forms.gle/Qs837XPQYbJzCk6P6


宣道部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84120045778

Meeting ID：841 2004 5778                        Passcode： xunzhao 

https://us02web.zoom.us/j/84120045778


日期：14/6-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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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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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eting ID: 827 4431 7804 

Passcode: 987456

团契部
组⻓暨⼩组领袖装备训练

⻘年团契6⽉份线上聚会

YMYF CAMP 2021 ‘有话直说;
LET’S TALK ABOUT SEX’ 

第一部分-前奏：
日期：17/6 - 18/6 （周四至周五）
时间：1-4pm
模式：线上进行，线上链接过后将发
给参与者。报名链接：
https://tinyurl.com/sacmcamp2021 
第二部分：实体营会 
日期：12月（具体日期后续通知）
若有询问请联系： 
林温节传道：9011 4707
卢颖熹弟兄：9169 8567

青年团契6月份线上聚会

20/6 - 查经/小组活动   
27/6 - 预查
欢迎19-25岁青年人参加。

https://us02web.zoom.us/j/82744317804
https://tinyurl.com/sacmcamp2021
https://tinyurl.com/sacmcamp2021


策略与行动工作坊分为七个课题（选其一，根据选择的课题，堂会领袖将分
组讨论。讨论课题将在聚会前分发给与会者。）
鼓励执事、读经员、正副组长、五部委员参加，报名请联系行政同工 
林晓莹：9654 6665  罗丽玮：9221 3364

2021年教区信徒领袖线上交流会

“电子科技使用”宣导

鼓励弟兄姐妹在教会信仰生活上积极使用“电子科
技”工具（手机Apps、华语部资讯号、教会网页、
Zoom、Video视频等）。希望各小组特别关注其中不
谙使用电子科技工具的年长者，可在小组范围内互相
给与协助，指导和帮助他们学习简单的电子功能使
用，以便在疫情下保持与教会的信息联系。如果在这
方面有特别需要协助的弟兄姐妹，小组领袖可向团长
或教牧转达，教会或可组织一个“电子科技使用指导
组”，利用这个平台给年长者提供有益和力所能及的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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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雪芬
胡文娟   李秀兰   梁锦霞   陈亚花   蒲李淑娴   
王方美英  

慰唁
早堂会友黄银花姐妹令慈申凤英姐妹
于6月2日安息主怀，求主安慰家属。

服侍部
PRAY FOR THEM

为病痛、软弱的弟兄姐妹代祷



2021小一新生报名（2B阶段）

家长可以通过电子方式填写表格

（通过Acrobat ）

或打印出来

点击此处下载表格：

注：须在 12 /7（星期一）之前将电

子版表格发送至：sacm@sacm.sg

由于教牧同工目前仍须在家办公，因

此处理申请事宜预计需要更多时间。

建议家长尽快提交表格，以加快申请

速度。

A)VICAR/PIC/DEAN’S
ENDORSEMENT FORM

其中一位家长新加坡教区的洗礼、

坚振礼证书

牧师已经签名的

使用 SingPass进行注册报名。

由于疫情影响，P1 将不会在学校注册

注册时间：26/7 (周一) 9am

          至27/7 (周二) 4:30pm

除教育部网站注明的所需文件，以下文

件也需同时上传：

  “VICAR/PIC/DEAN’S ENDORSEMENT

    FORM” 

B) 教育部网站上网报名

2B 阶段报名：适用于在2/1/2015至 1/1/2016（包括首尾两天）出
生的儿童，父母其中一位必须是本堂的会友，且是新加坡公民或新加
坡永久居民。如有疑问可电邮sacm@sacm.sg 或 63392435咨询。

在线表格和用户指南： https://www.moe.gov.sg/primary/p1-

registration/how-to-register?pt=2B 

家长也可参考： https://www.moe.gov.sg/primary/p1-registration

在注册过程中需要帮助的家长可以在注册日9am至4:30pm通过电子邮件或

电话联系选择的学校。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1/06/2021_for_Parents_-_P1_Reg_Cover_Letter__Form_27May2021.pdf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1/06/2021_for_Parents_-_P1_Reg_Cover_Letter__Form_27May2021.pdf
https://www.moe.gov.sg/primary/p1-registration/how-to-register?pt=2B
https://www.moe.gov.sg/primary/p1-registration/how-to-register?pt=2B
https://www.moe.gov.sg/primary/p1-registration


郑庆瑞牧师（Michael Teh）于1/9起受委为圣彼得堂
候任牧正，并于13/9起受委为牧正。
陈晓雄牧师（Peter Chen）牧师于1/9起受委为圣灵堂
代牧正。
郑鸿恩牧师于1/8起调任圣希达堂牧师。
朱清龙牧师于8/8起调任圣保罗堂会吏。

QTY PRICE

-2021年1月至4月经常费收入同比2020年增加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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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4月底的收支（未经审计）

2021
经常费
1-4月底

2020
经常费
1-4月底

与2020
同期
相比

基金捐献金
(不包括裕廊
建堂金和
修复工程)

各团契
存款

收入

盈余/(不敷)

支出

778,914   754,154   +3.28%   74,244    69

-656,356  -682,689   -3.86%   -48,443   -813

122,559   71,465              25,800   -744

同工动向

邱智勇传道于1/6起，接任裕廊华语教会负责传道。
何志明牧师于7/6起调任至本堂牧会见习。
黎传胜牧师于1/8起调任诸圣堂会吏。

 其他-教区牧师

动向



请点击链接: https://wa.me/+6563397302?

text=我愿意订阅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的资

讯号 

必须把号码: 6339 7302 加入至您的通

讯，以便接收信息。

为了确保您能及时收到座堂华语部的重要资

讯，且避免接收重复的信息，教会特设此统一

的资讯推送平台。若您愿意接收，请完成以下

两个步骤：

1.

2.

打开电子银行→ Scan and Pay（不是用相机扫码）
输入UEN:  T08CC4056GA01

账号及转账程序已刊登在教会网页：
www.sacm.sg -> 《电子银行月捐转账程
序 e-tithing instruction》，同时可申请个
人的《教会登入账号》查阅您的奉献记
录。                           

注：通过PayNow作“主日捐”将不会记
录各人献捐具体款额，只有通过电子银
行转账作“月捐”才有详细记录个人月
捐的款额。

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 WhatApp

主日捐

电子月捐

https://wa.me/+6563397302?text=%E6%88%91%E6%84%BF%E6%84%8F%E8%AE%A2%E9%98%85%E5%9C%A3%E5%AE%89%E5%BE%B7%E7%83%88%E5%BA%A7%E5%A0%82%E5%8D%8E%E8%AF%AD%E9%83%A8%E7%9A%84%E8%B5%84%E8%AE%AF%E5%8F%B7
http://www.sac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