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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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一体后第廿三主日
圣餐崇拜暨坚振礼

周贤正主教

以色列啊，
你要听...

借用申6:1-9 & 可12:28-34

座堂华语部实体崇拜计划

根据MCCY和教区相关新的防疫指引，座堂原本进一步开放实体崇拜的
计划暂缓至11月底。无论您是否接种疫苗，目前都允许出席崇拜。
至12月初，再视疫情缓急及时调整实体崇拜安排。

第一、三、五周是圣餐崇拜；第二、四周是早祷 / 晚祷崇拜，

点击观看线上圣餐指引

周二 9:00am开放崇拜登记

WO R S H I P

https://youtu.be/uAUoEZqGfhs
https://youtu.be/Om26DVPOiHU
https://form.jotform.com/203321917641450
https://youtu.be/uAUoEZqGfhs


11月12-13日  教区年议会

7/11 坚振礼  - 13位

黄爱玲  徐爱芳  颜振成  陈奕锐  胡  青  

苏建伟  汤  晏  谢乐恒  赵浩毅  刘承恩  

梁誉加  洪  丹  刘惠娴

请在祷告中纪念他们，

求神带领他们在基督里不断成长。

座堂建筑修复工程

感谢上帝的供应

和弟兄姐妹的慷慨奉献，

大堂修复工程120万元的筹款目标

已经达到！

2021年11月7日坚振礼

13/11 (周六) 教区年议会，

周六崇拜暂停一次



受任为会吏长：

黄峻千法政牧师Daniel Wee Chun Chian

受按立为会长：

锺镇镔牧师Cheng Tiang Ping Aaron        真光堂

朱清龙牧师Choo Cheng Leong             圣保罗堂

何志明牧师Ho Chee Beng Christopher      救主堂

黎传胜牧师Loy Chun Teng Brandon        诸圣堂

受按立为会吏:

邱智勇传道Koo Chee Yong        圣安德烈座堂WAC

日期：2021年11月7日（主日）

时间：下午4时30分

地点：圣安德烈座堂

诚挚邀请你一同在线上见证这典礼，请点击

会吏长授任暨会吏、会长按牧典礼

锺镇镔牧师 朱清龙牧师 何志明牧师 黎传胜牧师 邱智勇传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pzcnuaLlJ8


教育部
E DUCA T I O N

点击这里加入zoom

https://us02web.zoom.us/j/85663323300


团契部
FELLOWSHIP

The Masquerade: 乔装之旅（青少年营与聚变营联合）

日期: 12-14/12 (周日至周二) 以日营方式进行 

截止日期: 11月21日

详情请联络: 甄毅峻事工同工 82980984

点击报名

https://forms.gle/h6eNTwpQZL5mSnuW8


日期：26/11（星期五）
时间：7:30pm
点击这里加入zoom
Meeting ID: 863 9858 5966    
Passcode: zhongyou 
咨询：彭纽传道 97892348

  中友线上聚会

讲员：许复顺牧师

- 神学家潘霍华给予我们的省思- 神学家潘霍华给予我们的省思

生命不在乎长短，在乎追随

点击这里加入zoom

宣道部
OU T R EACH

https://us02web.zoom.us/j/86398585966
https://us02web.zoom.us/j/85089240220


小组居家圣诞聚餐

圣诞线上布道会

2021年12月18日 星期六 晚上8点

点击此处观看宣传视频

点击此处报名

https://youtu.be/KTqa2aAUUes
https://form.jotform.com/212872058843461


陈小秋   甄俊豪   杨秀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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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锦霞   廖诗豪   郑祥英   陈亚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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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秀卿   何英凤   张翠秀   陈慰慈   俞筱芳   
蒲李淑娴 王方美英  

服侍部

PRAY FOR THEM

为病痛、软弱的弟兄姐妹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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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此处观看宣传视频 点击此处报名

邓玉敏姐妹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律系，有超过22年的工作经

验，处理过无数的诉讼案及法律意见。目前在一家欧洲跨国公司

担任法务及合规部的总法律顾问，监督亚太区20家子公司的运

营。曾在教会的外展事工讲座中分享有关遗嘱及持久授权书。

https://youtu.be/E6sSOaulMIs
https://forms.gle/pppCUCTjJ841LWaZ8


其他

只要你有一颗愿意委身和顺服的心，

对音响操作有兴趣，教会将提供短期的培训。

欢迎弟兄姐妹踊跃报名。

请联系行政同工： 冯宝琳 - 63392435

                罗丽玮 - 92213364

                林晓莹 - 96546665 

会众若想要购买新编公祷书，可以报名

来实体崇拜，在点名处向行政同工购

买。

成本$32, 请自由奉献。所收奉献将纳入

座堂华语部“黄仰英伉俪神学金”。

若要购买超过5本，请事先致电通知行政

同工，以便做妥善的安排。

华语部会友出席崇拜时，可在登记处免费领取 (每个家庭只
限一本)。

华语部音响服侍岗位招募

新编公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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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捐

电子月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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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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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 WhatsApp

注：凡迄今尚未加入“座堂华语部”公讯号的会友，请点击周刊的指示加入，以便
及时收到教会资讯。若您仍不了解如何操作，请跟您的组长、行政同工或教牧联系
以寻求协助。

2. 必须把号码: 63397302 加入至您的通讯，以便接收信息。

http://www.sac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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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