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观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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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022
家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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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斋第二主日
圣餐崇拜

安跃进牧师

书念的妇人
乐于接待神仆的人

WORSH I P

王下4:8-37 & 太10:40-42

2022年3月实体崇拜开放人数

注意：周六崇拜不再接受未接种疫苗者，
      目前所有崇拜只开放给完成接种两支疫苗者。

为实体崇拜安全的考量，在新圣殿CNS崇拜的弟兄姐妹们，请让B1的会众先行
离场后，B2的会众再离场，避免造成拥挤，以降低传染的风险。
教会会根据疫情缓急及时调整实体崇拜安排。

周二 9:00am开放崇拜登记

点击观看直播

https://youtu.be/fdGQEVd4mzY
https://youtu.be/ien-9WO9OsA
https://youtu.be/Om26DVPOiHU
https://form.jotform.com/203321917641450
https://youtu.be/fdGQEVd4mzY


《从灰烬中，盼望升起》
2022年大斋节期灵修思语

翻页版： PDF版：

点击以下图标阅读

由于书本已经售罄，特此附上灵修
手册电子版供大家使用。

点击预约出席实体聚会（每周二9am开放登记）

点击观看18/3 第一讲《福音的主》直播

https://online.pubhtml5.com/nnya/wfnz/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2/03/Bible-society2022-Lenten-spiritual-Handbook.pdf
https://form.jotform.com/220428665975467
https://form.jotform.com/220428665975467
https://form.jotform.com/220428665975467
https://youtu.be/iiKaoIaR1R0
https://form.jotform.com/220428665975467
https://youtu.be/fdGQEVd4mzY


旧约中的小人物
 

2022年1-3月证道主题

撒勒法的寡妇-
大有信心的妇人

哈拿-蒙受神恩典的母亲      耶户-代神斥责人的先知

以迦博的母亲-
顾念神约柜的人

亚比该-蒙神纪念的仆婢

巴西莱-一心只为神国的人

撒督-忠心而勇敢的大祭司

户兰-满有智慧的工匠

亚希雅-和神做朋友的人

拿伯-敬畏神的庄园主

书念的妇人-
乐于接待神仆的人

四个痲疯病人-
报大好信息的人

俄德-
有信心和爱心的先知

1月1-2日

1月8-9日

1月15-16日

1月22-23日

1月29-30日

2月5-6日

2月12-13日

2月19-20日

2月26-27日

3月5-6日

3月12-13日

3月19-20日

3月26-27日



宣道部

点击填写报名表格 

点击加入zoom 

https://forms.gle/M9EdNhuSjM1KX1m16
https://us02web.zoom.us/j/85639046366
https://forms.gle/M9EdNhuSjM1KX1m16
https://forms.gle/M9EdNhuSjM1KX1m16
https://us02web.zoom.us/j/85639046366
https://us02web.zoom.us/j/85639046366


教育部

实体授课地点：新圣殿 B2 ClassroomA 

请向行政同工报名



点击填写报名表格 

https://bit.ly/3sUwNdq
https://bit.ly/3sUwNdq
https://bit.ly/3sUwNdq


陈小秋   甄俊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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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玉珍   刁毕硕   陈俏容   苏英生   陈亚玉   陈哲贤   
林文欢   余沛莲   王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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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鈡民   蒲李淑娴    王方美英  
王明金法政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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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提名会友托士、执事
    点击观看常年会友大会提名介绍视频
可在点名处领取提名表格、上网下载，或点击下载：
提名表格必须在 27/3 (6pm) 或之前用以下任何一种
方式提交：

4月24日 11:30am

B.牧区选举名册/提名及被提名者条件
按本部章程，凡已坚振年满17岁的会友，
名字在选举名册中，且经常参加崇拜，方
有选举及被选权。会友请于崇拜点名处查
询你的名字是否在选举名册内。同时若需
要《2022常年会友大会报告》印刷版，请
在点名处登记。

C.注明
按章程,如欲在大会上提出讨论事项，请
在《常年会友大会》3个星期前(最迟3/4
12pm)，以书面呈交执事会主席或文书。

投入提名箱
用手机拍摄后，发送至文书解明喜执事：
96949118 
通过电邮提名，同时抄送包括被提名者、
附议者和执事会文书 (agm@sacm.sg)

1.
2.

3.

https://youtu.be/sMMx35DsdOQ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2/03/2022AGM_nomination-form.pdf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2/03/2022AGM_nomination-form.pdf
https://youtu.be/sMMx35DsdOQ


圣品托士
陈闪鑫

主任牧师委任

截至上周止，被提名者有

会友托士
李耀龄

教区年议会代表 
(任期:2020-2023年) 

李耀龄 安文斌 李际贯 解明喜

执事

关正德 邢咏杰 曾威旗



修复工程的主要承包商是上海忠記（Shanghai Chong
Kee Furniture & Construction Pte Ltd）。工程分2
个阶段进行：

大堂修复工程
最新进展

第一阶段 – 合同与文件
2021年7-12月
工作包括准备项目计划，
记录大堂的现有状态，包
括大堂内物品的清单。例
如：长椅、牌匾、文物，
以及提交给文物保护建筑
师和监管机构的施工方
案。此时也开始绘制更换
电气、视听系统、信息传
播电缆和空调管的制图。
工程将尽可能把电缆等等
隐藏在地板电缆沟中。

第二阶段 - 工地作业
2022年1-12月
围板和外部棚架的搭建已
经开始，预计于三月份完
工 。 大 堂 内 的 家 具 （ 长
椅 、 跪 垫 ） 已 经 移 至 场
外 ， 置 于 承 包 商 的 仓 库
内。这些家具将根据其状
况进行修复，或在无法修
复时将之丢弃。

《座堂围墙背后的故事》
作者：魏愷恩 June Gwee
      座堂英文部会友
翻译：罗玉英姐妹
      请点击阅读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2/02/ZuoTangWeiQiangBeiHouDeGuShi.pdf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2/02/ZuoTangWeiQiangBeiHouDeGuShi.pdf


点击观看预告片
网站：http://sacm.s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HhTTdPXxy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HhTTdPXxy0
http://sac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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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