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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的新约经文，马可福音书第6
章1-6节，圣经如此对我们说：当耶
稣来到自己的家乡时，他在会堂里教
训人。众人听见，就很惊奇，说：“
这人哪来这本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
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
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马利亚的
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
吗？他姐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
吗？”他们就厌弃他。因着他们的不
信，耶稣在那里不能行什么异能，同
时，耶稣也非常诧异他们不信！

  而创世记第27章第1-10节及18-30
节，记载了雅各与她母亲利百加作出
欺骗他父亲的作为，以换取他父亲以
撒临死前的祝福。以致他的生命遭受
许许多多的困难，最终在与哥哥修好
的路程中，与上帝的使者摔跤，直到
黎明。然后要求那使者为他祝福，他
的生命得以转变，同时，也有了新的
名字，叫以色列。

  今日，我们要以这个主题“因信而
蒙的祝福”来操练我们基督徒的生
命，通过学习及应用今日的真理，使
我们藉着因信而蒙的祝福的美好生命
见证，能够成为上帝手中赐福于我们
周围人的美好器皿。

1 因信而蒙的祝福，始于信心！

  相信耶稣基督，为世人所成就的美  

  好救恩！

2 因信而蒙的祝福，成于领受！

  相信上帝的应许，无需凭自己的才

  智夺取！

3 因信而蒙的祝福，需系福音！

  相信我们的祝福，是要引导世人归

  向全能永生的上帝！

  总的来说，我们的生命因着救主
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在两千多年前为我们在十字架所成
就的美好救赎恩典，是要我们能够
与爱我们的永生全能上帝修好，使
我们能够在今生及离世时都要蒙上
帝的赐福与保守。我们只需凭着一
颗简单的信心，完全接受耶稣基督
为我们个人的救。同时，不以自己
的才智夺取，便能轻轻松松，在上
帝最完美的时间里，完全领受上帝
为我们预备最美好的祝福。再来，
将我们从上帝那里所领受一切的祝
福，无论是才干、能力、智慧及金
钱等，要紧紧联系与福音的宣告。
引导世人，藉着我们蒙上帝祝福
的、有力的、生命见证，使他们也
能够来领受上帝的美好救赎恩典，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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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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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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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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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部

PRAY FOR THEM
为病痛、软弱的弟兄姐妹代祷

慰唁
洪婷婷姐妹慈父洪再庆先生

于6月17日离世
求主安慰家属

 
唐俊佑弟兄令慈林惠兰姐妹

于6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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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侍部

圣坛献花
 

欧恩典、恩慈纪念
教父郑新宪牧师 ( 2 9 / 0 6 )

张伟仁.李箴伉俪于6月9日蒙上帝赐福，
诞下第二个孩子，取名张恩义。
愿主保守婴孩在他的慈爱中
健康成长。

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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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系统更新，会友若要在
座堂收费停⻋场停⻋，必须
重新提交申请，请点击

             过去的资料将失效

座堂停⻋场⾃2022年8⽉1⽇起开始收费，
会友和⾮会友的停⻋费将有所调整。

会友的定义：
(A)在座堂洗礼和/或坚振礼
(B)或已转会到座堂 

座堂停⻋场
收费调整通知

我们呼吁所有会友尽早提交申请，因为处理时间可
能⻓达3周。
所有符合条件的申请⼈将通过电⼦邮件被通知领取
座堂汽⻋贴纸。

欲知更多详情，请点击

https://form.jotform.com/221514611201437
https://cathedral.org.sg/page/carpark-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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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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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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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