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021
家讯报告

崇拜部
三位一体后第七主日
圣餐崇拜

由内而外的
生命见证
张心玮博士
诗119:129-136 & 太9:35-39

直播链接:

https://youtu.be/j_VSwFycdYc

欢迎新加坡神学院张心玮博士、
三一神学院林灿杰博士
于本主日莅临座堂，并分别在930am
和1130am实体崇拜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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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座堂华语部将恢复5堂实体崇拜，
周 六 11:30am ， 主 日 9:30am 、 11:30am 、 2:30pm 、
4:30pm；每堂实体崇拜人数限制为50人。
单周-圣餐崇拜(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双周-早晚祷崇拜
线上圣餐指引：https://youtu.be/sgANw6TVh7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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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所有崇拜登记统一调整为
每周二早上9am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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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堂华语部
实体崇拜
最新消息

7-9月证道主题

操练
DISCIPLINE

7月4日
忍耐的操练

7月11日
饶恕的操练

7月17-18日
等候的操练

7月24-25日

8月22日
喜乐的操练

8月29日
受苦的操练

9月5日
慷慨的操练

9月11-12日

谦卑的操练

信心的操练

7月31-8月1日
感恩的操练

9月18-19日
争战的操练

8月7-8日
顺服的操练

9月25-26日
敬虔的操练

8月14-15日
合一的操练

每周信息更新请关注
教会网页：www.sacm.sg

日期: 24/7-11/9（每周六）
时间: 6:30-9:30 pm
地点: 线上或实体，将按疫情措施而定
费用: 每对夫妇$50
查询: 蔡麒麟夫妇 (96345506)
电邮: tan_mndy@yahoo.com.sg
视频介绍：https://vimeo.com/563509379

课程内容

第一课：建立稳固的根基

第五课：双方的父母

第二课：沟通的技巧

第六课：美好的性生活

第三课：化解冲突

第七课：让爱长存

第四课：宽恕的大能

第八课：美满婚姻课程欢庆会

《美满婚姻课程》源自英国伦敦，由尼奇
和 希 拉 夫 妻 创 办 。 自 1996 年 ， 这 套 课 程 已
经 在 127 个 国 家 以 46 种 语 言 传 开 ， 也 帮 助
过数以万计的夫妻建立幸福美满的婚姻。
夫妻可利用这八课的约会时间一起找寻经营婚
姻并相爱一辈子的秘诀，让彼此在浪漫温馨轻
松的环境中，学习如何更好的表达爱；更好的
聆听；更好的化解一直得不到化解的矛盾；更
好的孝敬彼此的父母；更好的建立性生活！
人生最大的成功，是美满婚姻！快与您的伴侣
一起携手走上这条学习幸福美满婚姻的人生
路！

教育部
洗礼/坚振礼班线上开课
日期：15/8-18/9 (每周日)
时间：1:30-3:30pm
洗礼：10月10日；坚振礼：11月7日
欲报名者请联系 罗丽玮同工：9221 3364
预备洗礼／坚振礼者：
1.想多认识基督教信仰及预备洗礼者；
2.孩童时期接受洗礼，今年满14岁者；
让准备接受坚振礼者了解圣公会组织架构、传统、礼仪与神学。

宣道部

Join Zoom Meeting : https://us02web.zoom.us/j/86398585966
Meeting ID: 863 9858 5966 Passcode: zhongyou

-

：

：

Join Zoom Meeting
Meeting ID

拿 破 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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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 2004 5778

Passcode

xunzhao

团契部
“电子科技使用”宣导
不谙使用电子科技工具(手机
Apps、华语部资讯号、教会网页、
Zoom 、 Video 等 ) 的 弟 兄 姐 妹 若 需
协助，小组领袖可向团长或教牧转
达，教会或可组织电子科技使用指
导组，提供指导和帮助。

青年团契7月份线上聚会
25/7 - 青少年事工主日庆祝会
欢迎19-25岁青年人参加。

领取新编公祷书、第21期座标
请座堂华语部会友在出席实体崇拜时，在登
记处领取新编公祷书 (每个家庭只限一本)、
及最新一期座标。
第21期座标翻页版：
https://online.pubhtml5.com/nnya/ogge/
点击下载PDF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IH856e57SUZhEd8
QOmdgGKZkgjJ7Gl0/view?usp=sharing

服侍部
为病痛、软弱的弟兄姐妹代祷
PRAY FOR THEM
陈小秋
邱莲娇
吴松平
王非洲
孔亚兴
顾翠玉
朱健华
郭淑珠
苏英生
余沛莲
胡文娟
王方美英

甄俊豪
谭亚华
邱国兰
李秀芳
陈桂梅
康玉莲
巫竹香
李源丰
陈亚玉
高美珠
李秀兰

杨秀莲
王秀琼
郑优妮
叶亚娣
徐凤月
吴奇英
陆可刚
邓焕桂
陈哲贤
卢耀华
梁锦霞

黄伴章
翁慕昭
黄丽华
高份数
陈爱薇
谢木齐
詹贵英
胡玉珍
林文欢
吴文德
陈亚花

叶星发
庄亨治
廖诗豪
吴国英
陈爱明
蔡立伟
杜正添
刁毕硕
胡意坚
区福根
蒲李淑娴

姚木珠
吕玉铭
郑祥英
李金泰
蔡桂开
张秀英
崔如珊
陈俏容
杨宝群
崔雪芬

所以，我劝你，首先要为人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如此，使我们能够敬虔端正地
过平稳宁静的生活。( 提前2:1-2 )

恭贺
葛亮亮、陈诗雅夫妇
于7/7蒙主赐女儿，取名葛 熹，
愿上帝保守婴孩在他的慈爱中
健康成长！

瑩

2021小一新生报名（2B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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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ICAR/PIC/DEAN’S
ENDORSEMENT FORM

B) 教育部网站上网报名
使用 SingPass进行注册报名。

点击此处下载表格：
家长可以通过电子方式填写表格
（通过Acrobat ）
或打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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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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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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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AR/PIC/DEAN’S ENDORSEMENT
FORM”

速度。

在线表格和用户指南： https://www.moe.gov.sg/primary/p1registr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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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崭新面貌之《座堂接待中心》
圣安德烈座堂会友托士：JOSEPH THAMBIAH

英文版在下一页

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
我受委带领一个专责小组以全新视野重新探索座堂接待中心的事工，也期
待在严格遵守防疫规范的情况下可以重新对外开放。我们相信座堂接待中
心是“世界之窗”，一方面把教会投射到外面的世界；另一方面也为那些
寻求者和需要安慰及鼓励的人开了一道方便之门。使他们在纷杂的世界中
能有一个可以得到慰藉的空间，亦或成为这城市中和平与安宁的一片绿
洲。
目前考虑把它变成座堂历史导览和多媒体历史文物展览中心、摆设并售卖
与座堂和教区有关的书籍及礼品，每周或间隔两周的午餐时间，由基督徒
（其中包括职场领导者）以 TEDx 风格的演说会、音乐演奏、对有需要者
的关怀和牧养、适宜不同年龄层活动召集；以及圣诞期间系列的展示和表
演等。空气中仍旧回旋着咖啡香，重新构思的接待中心更将以崭新的面貌
重新出发。
我们邀请您分享对此项目的意见和建议：您认为座堂接待中心的最终目的
是什么？有什么应该或不应该在座堂接待中心内进行的？（当然不是每一
个建议最终都会被采纳，还望您谅解。）若您在以上任何一个项目能提供
协助，也请您电邮给我。
圣安德烈座堂 会友托士
Joseph Thambiah 医生 / 副教授
电邮：sacwelcomecentre@gmail.com

RE-IMAGINING OF CATHEDRAL
WELCOME CENTRE (CWC)
FROM

SAC PEOPLE'S WARDEN
JOSEPH THAMBIAH

Dear brothers & sisters in Christ, I have been tasked to lead a small group of
members to take a fresh new look at the Welcome Centre and its ministry purposes
and aims during this lull period as we continue to operate under severe restrictions.
We believe that the CWC is our “window to the world”, a portal or interface that
allows us to project ourselves to the world as well as a door through which seekers
and those in need of solace and encouragement may enter. We believe that it
should be “A welcoming space to find solace and to be an oasis of peace &
tranquility in the City.”

Some of the options that are being considered are a heritage component with
guided tours, an interactive multimedia historical display, an expanded area for
books and gifts related to the Cathedral the Diocese, Mission Deanery handicrafts
for sale, weekly or fortnightly lunchtime TEDx style talks by Christians including
marketplace leaders, weekly lunchtime musical performances, pastoral ministry to
the distressed, meeting spaces catering to all age groups, Christmas displays and
performances etc. We will still have coffee though the Café component of the reimagined Welcome Centre is likely to b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 am putting this message out to ask you to share your thoughts and ideas on what
you think the purpose of this Welcome Centre should be and what should or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

am

very

open

to

all

your

suggestions

(though,

as

you

will

understand, not all will be implemented). If you are able to help in any way in the
areas already mentioned, please do write to me,

：

A/Prof. Joseph Thambiah
Email

sacwelcomecentre@gmail.com

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 Whats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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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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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必 须 把 号 码 : 6339 7302 加 入 至 您 的 通
讯，以便接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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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月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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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