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绵绵父母爱
浓浓感恩情

弗6:1-4 & 提前5:1-8

安跃进牧师

乌鸦虽是一种不被人待见的生
物，但它却拥有一种值得人类普
遍称道的美德-爱老、养老。
寓意人对父母恩情的报答，即传
统意义上的“孝敬”。  
百善孝为先”-在世人一切的美
善中，孝敬父母是最基本、最重
要和排序最优先的美德。这不单
单是华人传统的伦理指南，更是
基督信仰中上帝对属乎他儿女的
要求。

听从和孝敬父母是理所当然的，
表明这是一种秩序。
作为属主的儿女，听从父母是以
真理为依归，父母之命若不违背
主的真理，就应当听从，并且尽
自己所能孝敬顺从自己的父母。

引言：
乌鸦反哺：

内容:
使徒保罗给基督徒的家庭关系设定
了一个规范和框架。
(弗6:1-4 & 提前5:1-8)

一、保罗的“为人儿女观”：
1.1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弗6:1)

如何正确理解保罗所说的“理所
当然的听从”？

孝敬父母不仅是上帝铭刻在人的
良心中的自然律，也是他传给仆
人摩西且明文刻在石板上的诫
命。(出20:12&申5:16)
孝敬父母是敬畏上帝的一部分，
也充分表明它是上帝与他的子民
之间必有的关系记号。
保罗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
命，这应许包括: 得福和长寿。
(箴23:22)你要、不可，都是命令
式的句式。

(1)不论父母的品格及信仰
(2)除非是逼使儿女犯罪或离开上帝
(3)对父母的过失、错误尽可能保持
同情(同情不表示你完全认同，但却
要求你给予原谅；愿意原谅，就会
释怀。)

1.2)它是上帝律法的要求(弗6:2-3)

1.3)它是属主儿女的责任(提前5:4,8)



保罗强调，信主的人有责任和
义务在家中学习行孝、报答亲
恩和照顾家人，否则的话，就
是背弃信仰，还不如不信的
人。

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父母
想要的，也只是我们的陪伴。
腾出时间陪伴家人、关心和关
爱家人。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
亲不在"，珍惜上帝给予我们
的双亲。切不可让一时的疏
忽，成为我们一生的遗憾和后
悔。

这段话的教导,对21世纪的父
母亲来说很有现实意义。
为人父母者，要尊重儿女的独
立人格，不要伤害他们的自
尊 ， 不 要 拆 毁 他 们 的 人
格。“不要激怒儿女”之管教
是：

1.3.1) 跟父母(公公婆婆)耐心沟通
"羊羔跪乳"-小羊都有报恩之心，
更何况我们是有灵的活人！
1.3.2) 对父母 (公公婆婆) 及时表
达爱

二、保罗的"为人父母观"(弗6:4):

  a)能控制自己，不是在盛怒之下
的发泄
  b)前后一致的管教
  c)肯讲理，即会考虑各种环境，
愿意聆听孩子的解释

父母需要努力经营与儿女之间
的亲密关係。
诗篇103:13“父亲怎样怜悯他
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
畏他的人！”
做父母亲的应该有怜悯的心肠
和慈爱的心,不然就辜负了上帝
设立父母亲的角色意愿。
尽责的父母会带儿女在教会成
长,用主的话教导他们。(箴
22:6)

上帝设有两个令人成圣的场
所：教会与家庭。两者之中，
家庭每天都给人机会寻找上
帝，也让上帝寻找人。(马丁路
德)
家是一块田，种瓜得瓜,种豆得
豆。种下了理解,收获了宽容；
种下了体谅,收获了和谐 ；种
下了挑别,长出了埋怨；种下去
的是指责,长出来的就是祸根。
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关怀，陪
伴，支持等等，不停地把自己
认为最好的东西拿给我们。我
们是不是也应该静下来思考，
到底应该回馈给父母什么？

 d)管教不过於严厉，不羞辱孩子
 e)不可忘记孩子的成长和发展
 f)建立榜样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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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2022
家讯报告

崇拜部
三位一体主日
早祷崇拜

安跃进牧师

绵绵父母爱
浓浓感恩情

WORSH I P

弗6:1-4 & 提前5:1-8

点击观看直播

https://youtu.be/OZEpV9xe0KM
https://youtu.be/OZEpV9xe0KM


报名表格

日期：17/6、24/6、1/7、8/7、15/7、22/7、29/7、5/8、12/8
晚餐时间：7pm-7:45pm  课程时间：7:45pm-9pm  

   地点：祷告厅（实体） 鼓励弟兄姐妹力邀新朋友出席

裕廊西乐龄中⼼事⼯
正式启动

宣道部

https://form.jotform.com/221411018289046
https://form.jotform.com/221411018289046


教育部

点击观看宣传视频 请会友通过堂会行政报名
非圣公会会友请扫描海报中的二维码

请向行政同工报名

https://youtu.be/sBymHPJtUmA


课

投资你们的婚姻关系，并在探索重要话题时

彼此更亲密，例如了解彼此的需求，更好地沟通，  

解决冲突，应对过去的伤害。  
 

我们将通过视频内容和夫妻交谈来

加强你们的婚姻关系。

7个周四
6⽉30⽇ 
(�pm  ~ �.��pm, 圣安德烈座堂实体）
7⽉7⽇、14⽇、21⽇、28⽇, 
8⽉4⽇、11⽇ 
(�.��pm-��pm, 线上）
报名费：每对夫妇 $50 
报名截⽌⽇期：6⽉23⽇
报名链接：https://tinyurl.com/sactmc����
请联络蔡麒麟夫妇 96345506

本课程将通过 Zoom 进⾏(第⼀课除外) 

欢迎居住在新加坡的

已婚夫妇报名参加

*此课程由圣安德烈座堂英⽂部主办，
华语部(家庭事⼯)协办。课程视频以英语讲解 (没有华⽂字幕)。

⼈⽣有你⼀起翱游  
营造美满婚姻

https://tinyurl.com/sactmc2022
https://tinyurl.com/sactmc2022


请向行政同工报名

团契部

https://tinyurl.com/sactmc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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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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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钟民   林惠兰   周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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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慰唁
早堂梁丽萍姐妹夫婿梁慕如弟兄

于6月3日安息主怀
求主安慰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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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痛的哀悼

王明⾦
法政牧师

1943年10月13日 - 2022年6月7日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提后4:7-8）

 

息世劳苦归天家，得主奖赏在乐园。
良操美德千秋在，高风亮节万古存！



座堂华语部主任牧师暨执事会、教牧团
谨以哀伤、感恩和盼望的心向已故王明金法政牧师
致以沉痛的哀悼，并向王牧师的家人表达诚挚地慰问！

王明金法政牧师 - 牧师生涯37年

1957年 来到座堂华语部，参加青年团契和诗班
1959年8月23日：
1959年9月6日： 
1968年：       
1972年：       
1973年：       
               
               
               
1974年5月5日： 
1974年9月：    
1976年：       
1977年2月：    
                
1987-2002年：  
               
               
               
                   
               
1993年：      
                
2002年4月：   
              
              
              
              
爱才惜才善于用才：曾鼓励14位会友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
                  9位成为牧师，1位成为传道。

在圣安德烈座堂受洗
在圣安德烈座堂接受坚振礼
在三一神学院接受装备
按立会吏，调派至真光堂事奉
按立会长，在真光堂代理牧正
事奉三年间，取消了真光堂崇拜时的“男女分坐”，
以及圣餐时的“男先女后”的次序，且同时参与圣约翰堂
和痲疯院的服事
在真光堂首次主祷坚振礼崇拜
调派至诸圣堂事奉
调派至圣雅各堂，开荒布道工作
建立圣雅各堂华语部崇拜
同时兼任圣雅各堂幼儿园董事部主席，筹备幼儿园事工
87年调派至诸圣堂，第二次进入诸圣堂事奉
1） 崇拜聚会增至两堂
2） 成立巴西立布道所
3） 成立宣教事工，支持十多位海外宣教士。
    在柬埔寨成立宣教布道所
4） 成立中国事工
    诸圣堂建立三层楼高的辅导中心，建筑费用由
    会友认捐奉献
接任林国兴牧师，成为座堂华语部主任牧师
1） 成立宣教事工：推动了泰国呵叻宣教事工
2） 成立中友聚会、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和成人教育部
3） 增加了第二堂主日崇拜
4） 植堂：圣安德烈城市堂，裕廊华语教会



其他

黄桂荣传道将于6月30日荣休，卸下在座堂华语
部的牧职事奉。教牧团暨执事会在此代表教会，
为他过去多年忠心地牧养、教导和带领表达由衷
的感恩和谢意。求主继续带领他退休后的生活和
作为信徒领袖的服事。

同工动向

余家熹弟兄将于6月30日完成在本部两年的见习
牧养职任，并于7月1日起进入三一神学院接受神
学装备。为家熹同工过去两年尽责的事奉而感
恩，也为他接下来的神学装备祷告，求主恩膏和
栽培。

自6月1日起，杜美卿传道加入教牧团队，她的
事奉职责将着重在粤语崇拜、儿童主日学及家
庭事工等领域。

自6月1日起，巩华伟姐妹加入教会行政团
队，她的职责将着重在教会行政、数码科技
辅助等方面。

教会欢迎上述两位同工的加入，也恳请大家为她们祷告，
求主引领她们前面的事奉。

新同工



2022小一新生报名（2B阶段）

家长可以通过电子方式填写表格

（通过Acrobat ）或打印出来

向行政同工索取

点击此处下载表格：

注：须在 10 /7（主日）之前将电子

版表格发送至：sacm@sacm.sg或将

表格提交给办公室

A)VICAR/PIC/DEAN’S
ENDORSEMENT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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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SingPass进行注册报名。

P1 将不会在学校注册。

注册时间：19/7 (周二) 9am

          至20/7 (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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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AR/PIC/DEAN’S ENDORSEMENT

    FORM” 

B) 教育部网站上网报名

2B 阶段报名：适用于在2/1/2016至 1/1/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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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表格和用户指南： https://www.moe.gov.sg/primary/p1-

registr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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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结果会在26/7（星期二）公布。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2/06/COVER-LETTER-TO-PARENTS-P1-REGN-6-pages.pdf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2/06/COVER-LETTER-TO-PARENTS-P1-REGN-6-pages.pdf
https://www.moe.gov.sg/primary/p1-registration/how-to-register?pt=2B
https://www.moe.gov.sg/primary/p1-registration/how-to-register?pt=2B
https://www.moe.gov.sg/primary/p1-registration


    脚手架已经在建筑物东北部一侧搭建
完成，预计两周后西北部一侧（西侧门
廊）的脚手架也将搭建完。而在大堂内
部，沿着立柱和内墙自下往上约2米范
围，墙柱内部有空心部位的洋灰已近清楚
完毕。自穹顶底部至高处的空心部位也正
在作表面标记。
    可以看到，清除这些高处空心部位表
面抹灰层的工作已开始进行，处理方案已
经建筑顾问通过。防潮的处理工作也在进
行中。在北边楼、南边楼两侧发现两处有
漏水的地方需要处理。

大堂修复工程最新进展
2022年6月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
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
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诗127:1）愿
主的话成为该项工程的祝福！在此，亦
非常感谢弟兄姐妹对大堂修复工程的支
持与关注。 
（以上资讯源自座堂英文部网页，安跃
进主任牧师译）

    由于多种原因，包括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致使修复工程进
展缓慢。我们明白接下来承包商会投入更多的人数来加快工作进
展。相信从6月份开始，无论建筑外部或内部工程，修复工作就
可看到更多的起色。在此，恳请大家为该项工程继续祷告，求主
帮助使对该项工程的任何搅扰，以及来自内部、外部的所有不利
影响减至最低；又求主赐给整个工程项目的管理团队有足够的智
慧和能力，使其将工作做到最好。



2022年全年经常费收入同比2021年增加5.93% ， 同比支
出也减少2.67%

十一奉献是圣经的教导, 也是对会友履行教会责任和义务
的要求，鼓励弟兄姐妹以甘心乐意的心持守十一奉献的事
奉。                     

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
2022年1-4月底的收支 (未经审计)

2022
经常费

1-4月底开支

2021
经常费

1-4月底开支

与2021
同期
相比

基金捐献金
(不包括裕廊
建堂金和
修复工程)

各团契
存款

收入

支出

盈余/
(不敷)

822,812

-636,721

186,091

776,746

-654,187

122,559

+5.93%

-2.67%

-870

-870

0

-43,763

47,520

91,283



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图书馆
线上预订借阅  开始了！

我们诚挚的邀请您牵手与
我们的图书馆和上帝联结

我们不仅有成人的圣经查考系列、生命关怀系列、属灵生活

指南等等书籍。更有特别受大家喜爱唐崇荣、张克复等等牧

师的圣经讲解系列CD、精彩的圣经电影光碟、赞美诗光碟以

及儿童的圣经故事图画书等等。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
光”“眼能看见耳能听见，心能明
白”读上帝的话语，在主里得喜乐
他，活出上帝的话语，更新属灵的
生命。      

如果你养成习惯，常阅读或

倾听圣经研究先贤和前辈的

属灵智慧，每天都花时间亲

近神，你的生命会变得如何

呢？来吧！让我们一起去发

现吧！

请点击阅读借阅规则：

点击观看如何借阅图书

https://youtu.be/tV0vq7rpC9s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2/05/Online-Library-Poster-website.pdf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2/05/Online-Library-Poster-website.pdf
https://youtu.be/tV0vq7rpC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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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查看《电子银行月捐转账程序 e-tithing instruction》

申请电子转账请点击填写表格：

同时可用个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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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 WhatsApp 号码更换通知

请点击此处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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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HtpS3Ha28wgk-PYPbJPJYOqjLScUHgdKxDVjd1QZIJ8MdUQ/viewform
https://sacm.sg/main/e-tithing-instruction-home/
https://wa.me/message/FZ74L6UGOCRGF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