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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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份实体崇拜开放人数

1/5/2022
家讯报告

崇拜部
复活后第二主日

圣餐崇拜

安跃进牧师

疑惑中，
上帝亦与你同在！

WORSH I P

出3:1-12 & 太25:14-23                         

从1/5起，周六崇拜取消。欢迎更多的弟兄姐妹积极参与主日
崇拜。
主日9:30am崇拜：欢迎完成疫苗接种的弟兄姐妹（未完成疫
苗接种者请参加其余三堂崇拜）
其余三堂崇拜：欢迎完成或未完成疫苗接种的弟兄姐妹

点击观看直播

https://youtu.be/xnYi9TY5Q64
https://youtu.be/xnYi9TY5Q64


5月8日 圣洗礼- 8位孩童、8位成人
早堂：  8位  (4位孩童，4位成人)
卢昀温  黄玉磷  李卓盛  唐吉恩  
刘慧敏  朱  钰  甄明发  白淑玲

第二堂：8位  (4位孩童，4位成人)
黄楽泓  方宇哲  蔡翱楽  蔡翱慨  
梁传恩  刘力洁  张良英  潘潮福

2022年圣洗礼/坚振礼

6月5日 坚振礼- 16位
甄明发  潘潮福  张良英  朱  钰  谢翠琳  刘慧敏  梁传恩 
 刘力洁  袁伟明  庄文丽  谢恩恩  林宇哲  黄乐邦  周洁敏  
简思恩  简天恩

请在祷告中纪念他们，求神带领他们在基督里不断成长。

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 WhatsApp 号码更换通知

请点击链接:

https://wa.me/message/FZ74L6UGOCRGF1

必须把号码 63387545 加入至您的通讯录中

63397302和63398014已无法正常使用

由于教会电话系统问题，原先的资讯号号码无法

继续正常使用，请大家务必根据以下两个步骤重

新订阅新的资讯号：

1.

2.

3.

给弟兄姐妹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https://wa.me/message/FZ74L6UGOCRGF1


填写报名表格

教育部

点击加入zoom 

团契部

点击观看宣传视频 

https://us02web.zoom.us/j/83211536774
https://forms.gle/4Dd9csWaGBRAvoKf7
https://forms.gle/4Dd9csWaGBRAvoKf7
https://us02web.zoom.us/j/83211536774
https://us02web.zoom.us/j/83211536774
https://youtu.be/9YxSFR6cYds
https://youtu.be/9YxSFR6cYds


下载回应表格 

宣道部

5月15日讲解及招募会：
 11am-12:30pm  2:30-3:30pm CLASSROOM A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2/04/yulangxihuiyingbiao.pdf
https://forms.gle/M9EdNhuSjM1KX1m16
https://forms.gle/M9EdNhuSjM1KX1m16
https://us02web.zoom.us/j/89825491808
https://us02web.zoom.us/j/8982549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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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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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立伟   张秀英   朱健华   巫竹香   陆可刚   詹贵英  
杜正添   崔如珊   陈慰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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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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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鈡民   梁慕如  王方美英
蒲李淑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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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慰唁
晚堂会友吴奇英姐妹的先生谢木齐弟兄

于25/4安息主怀；

二堂会友黄康豪弟兄的奶奶林亚妹女士

于27/4逝世；

求主安慰家属。



圣品托士
陈闪鑫

主任牧师委任

2022-2023 执事选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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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惟信

叶锦棠 胡庆堂
(特约执事)



主席：安跃进牧师   圣品托士：陈闪鑫   会友托士：李耀龄
文书：       解明喜-正     冯志刚-副 
财政：       李嘉玲-正     关正德-副
财务小组：   安牧师  陈闪鑫  李耀龄  解明喜  李嘉玲  
             关正德  曾威旗  陈子豪
策划小组：   安牧师  陈闪鑫  李耀龄  解明喜  李嘉玲  
             赵义山  王家荣  安文斌
教区年议会代表：     李耀龄  李际贯  解明喜  安文斌
教区华文部平信徒领袖代表：   叶锦棠
座堂执事会代表：     安文斌-正     王家荣-副
圣公会中学董事会代表：       梁国泰 （三年制） 
众圣老人院董事代表：         黄甘霖牧师 （特别需求）
执事：       张欣盛  邢咏杰  郑慧玲  卢惟信
特约执事：   胡庆堂

2022-2023 执事会组织

感恩感恩

蓝亚强     陈建宇     陈婉雯     林琪敏

感恩2022常年会友大会圆满举行，同时亦选举产生2022-2023新一届执
事会。教会为领袖们过去一年在教会管理，事工配搭和牧养支持诸方面的
殷勤事奉和辛劳带领，表达诚挚的谢意。也要特别向今年卸下执事职分的
蓝亚强弟兄，陈建宇弟兄，陈婉雯姐妹和林琪敏姐妹表达衷心的感谢，为
他们在教会-主的家所付出的劳苦和所做的贡献感恩，主必记念！也为他
们接下来在教会不同岗位的服事代求，求主继续恩待和引领。
「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朝着前面的标杆直跑！」-安跃进牧师



阅读人生，与主同行 
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图书馆

招募服侍人员
各位弟兄姐妹们，图书馆将开始线上预订借阅图书服

务，因着教堂的修复工程，不便到南边三楼借书，因

此需要借阅书籍者将通过在线预订书籍后，再由服侍

人员找好书籍，待崇拜结束后服务台领取。特别招募

第二堂、午堂、和晚堂能来图书馆服侍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图书馆有藏书 2,259本，VCD和DVD 387片，

CD 2,639片，不仅有成人的圣经查考、生命关怀、信

仰生活、家庭教育书籍，还有儿童的圣经故事图画书

等等，更有特别受大家喜爱的圣经讲解系列CD和各种

圣经故事书，还有精彩的圣经电影光碟和赞美诗光

碟。

神将充满信、望、爱的永恒话语赐给我们，期待大家

可以通过阅读从书本中挖掘到上帝话语中的宝藏，并

因着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而对生命充满光明美盼。

想参与事奉的弟兄姐妹，请联络

张嫣凝姐妹：9879 9633

陈宝玉姐妹：9008 8910

阅读上帝圣言，生命为此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