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识经课表
经课式讲台信息–引子

主任牧师：安跃进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
在过去的三个月，教会主日讲
台信息采用主题式证道，均
以“旧约中的小人物”为主
线，帮助弟兄姐妹对旧约中默
默无闻、易被忽略的“小人
物”加以认识并例行效法。而
自4月开始，系列讲台信息将
采用“经课式”证道方式，即
以 规 范 的 经 课 表
（Lectionary）所列的经文为
基本的证道经文，包括新旧
约、诗篇和福音经课。目前在
圣公会教会或多数传统教会，
每年都会选择一个时段，配合
基督教年历和节期，采用经课
式证道方式，以助于弟兄姐妹
能够较为整全和系统地学习圣
经和认识经课传统。

若谈及经课表（Lectionary）
的历史，其实由来已久。早在
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就有最早
期的经课表，主要是在一年
中，选择性地把律法书（妥拉
Torah)和先知书（Prophets)
在崇拜中高声诵读。众所周
知，在初期教会和犹太会堂，
只有律法师、文士等神职人员
才有机会接触到经典，经卷的
流传自然不容易，因此在聚会
中公开诵读圣经便成为当时较
为固定的崇拜模式，这一特征



在路4:16-19和西4:16都有迹
可循。慢慢地，经课演变发展
到后来以“甲乙丙每三年一循
环 的 经 题 ” （ Three-year
Cycle Lectionary ） 的 经 课
表，并开始在教会中渐渐地发
展开来。惟早期的经课虽大同
小异，但并不统一。直到20
世纪80年代，由多个宗派教
会代表联合组成的“通用经文
谘 询 委 员 会 ”(The
Consultation on Common
Texts)，首次制定了“通用经
题”(Common Lectionary )
，推介并倡导众基督教会共同
使 用 。 修 订 后 的 “ 通 用 经
课”在内容上更加完善和丰
富，在结构上更加系统和全
面。惟仍以3年为一轮循环，
参 照 教 会 年 历 （ Church
Calendar），为每一天（不
单单每个主日）和节期提供旧
约、新约、诗篇及福音书的经
文配套。

当明白了经课的设计后，再注
意观察主日证道的配套经文，
你一定会对圣经研究先贤和前
辈的属灵智慧所折服。因为经
课的设计本身既完美地反映了
基督教会的信仰合一，更体现
了圣经的外展福音性、内在关
联性、神学整全性和历史传承
性。
弟兄姐妹，最后，在这里恳请
大家为牧者们祈心祷告，期待
主的灵引领和膏抹讲员，使主
日讲台的信息根植于圣经，并
能深入人心。愿一切的荣耀归
于主！

主任牧师敬启
2022年3月21日



点击观看直播

15/4 10:30am 受难节默想联合崇拜 主祷暨证道：安跃进牧师「作门徒的代价」

17/4 9:30am  复活节圣餐崇拜  讲员：章剑文主教

点击观看4月份崇拜通知和新的圣餐程序：

3/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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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斋第五主日
圣餐崇拜

刘祖发牧师

看哪，
我要行一件新事

WORSH I P

赛 43:16-21 & 约 12:1-8

2022年4月份实体崇拜开放人数

•根据MCCY和教区相关新的防疫指引，4月份开始，座堂开放实体崇拜的人数
如上图所示。届时将不需要上网登记，会众可以自由参加任何一堂崇拜。
•所有崇拜的入口处改为MRT Gate，出口为Pavilion Gate。
•唯周六崇拜需一个月的观察，若出席人数不理想，将考虑取消。

点击观看直播

https://youtu.be/1UbUvHpreRU
https://youtu.be/ien-9WO9OsA
https://youtu.be/y9bN3vcu8BY
https://youtu.be/1UbUvHpreRU


点击观看 8/4 第四讲《凡跟从的》直播

完成疫苗接种的弟兄姐妹，无需报名即可出席实体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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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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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契部

点击加入zoom 

https://us02web.zoom.us/j/89825491808
https://us02web.zoom.us/j/89825491808
https://us02web.zoom.us/j/8982549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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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下载表格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2/03/huiyingbiao.pdf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2/03/huiyingbia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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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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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观看常年会友大会投票介绍视频
A.凡有选举权的会友，请您于22/4中午12时正之前，填
写委托书和执事选举表格。
1.在教会网站、电子周刊在线填写
2.上网下载、出席实体崇拜领取表格
点击在线投票：        点击下载表格：

（在线填写、邮寄、投入投票箱，取其中一种即可。邮寄
者，必须在22/4中午12时正之前收到委托书和选举表
格，方为有效。）

4月24日 11:30am

B.若您会出席2022网络直播常年会友大
会，请点击在线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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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022常年会友大会具体信息，可点击网
页阅读：

https://youtu.be/iCG6VOek5o8
https://youtu.be/iCG6VOek5o8
https://form.jotform.com/220697893099475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2/04/2022AGM_voting-form-and-power-of-attorney.pdf
https://form.jotform.com/220697893099475
https://form.jotform.com/220698439888478
http://sacm.sg/main/agm2022/


圣品托士
陈闪鑫

主任牧师委任

候选会友托士、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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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家荣 张欣盛 冯志刚

李嘉玲 郑慧玲 赵义山 陈子豪 林琪敏 卢惟信 叶锦棠



季刊第23期正式向弟兄姐妹们邀稿，
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可分享信主见证、
生活见证、疫情中的恩典等等，
请把稿件在30/4前发送至：

XIAOYING@SACM.SG

其他

有建筑施工经验者优先考虑
中学以上或相关学历
具有团队精神和良好的人际关系
轮班制
公民或新加坡永久居民

要求:

 有兴趣者可联系：
 EMAIL：HR@CATHEDRAL.ORG.SG
 电话: 6337 6104

招聘座堂堂工两位

座标第23期开始邀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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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