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洗约翰-将临期的主角
赛11:1-10；太3:1-12 

安跃进 牧师

喜欢看戏的人，通常都很关注业界电
影奖项的获奖主角。
现在是将临节期，在这个基督信仰时
节里，将临期叙事的主角是谁？
如果少了施洗约翰，恐怕就没有了将
临节期盼望、信心、喜乐和平安这么
丰富多彩的内涵。

他只谈一件事，那就是：“天国近
了，你们要悔改！” 
施洗约翰深知自己的使命和角色是先
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预备主的道，修
直他的路！”（参太3:3;赛40:3）
施洗约翰要把众人的眼光引向太3：11
所指的“那在我以后来的”。
在马太笔下，耶稣给与施洗约翰的评
价：
施洗约翰“比先知大得多”(太11:9)
“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
约翰的”（太11:11）
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太11:14，
17:10-13）
在施洗约翰的眼里，“那在我以后来
的”到底强在哪里？

“那在我以后来的”就是先知以赛亚
所预言的弥赛亚-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
督！

引⾔：

内容：
⼀、《⻢太福⾳》
     马太笔下的施洗约翰其人

1.
2.

3.

    1.能力比我更大
    2.给他提鞋子也不配
    3.用圣灵与火施洗

福音经课太3呼应了旧约经课主前八世
纪《以赛亚书》11章的先知预言！

拼图（1）耶稣第一次降临(赛11:1-3a)
拼图（2）耶稣的再来(11:3b-5)
拼图（3）万物和睦同居(赛11:6-9)
拼图（4）-外邦人归主(11:10)
将临期的主角-施洗约翰给我们扮演了
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开路先锋的角
色。

铭记施洗约翰的使命和教训：天国近
了，你们要悔改！
我们须要注射“属灵的疫苗”-圣言和
圣礼

让奇妙的救恩落实在万邦万民当中，
这是当年施洗约翰的使命，更是今天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刻不容缓的使命！

影视主角、偶像明星的风光毕竟是沧
海一粟，但施洗约翰却要在历史的长
河中永远被纪念。
将临期不单是为了等候基督的降生，
更是要提醒信徒在等候与欢庆之余，
当作好准备迎接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以赛亚书》11章的预⾔拼图

三、实践的功课：
在将临期，身为基督徒，我们又该如何预
备自己的心呢？
（1）回转、悔罪、诚心悔改

2）传福音、作见证、结果子

结语：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此做好了怎样的预
备呢？



4/12/2022
家讯报告

崇拜部
WORSH I P

欢迎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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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A5DjJbzHCHg


弟兄姐妹们，基督教年历里的“新年”很快又要来临了。将临节期是在等待耶稣
基督降临中，开始新的一年。这段期间，新加坡圣公会里的七所堂会，分别各带
领四天的灵修时段，让我们在诗歌、经文、信息和祷告中等候救主降临。

日期：11月27日（主日）

时间：每天7am

宣传片：

平台：教区华文部YouTube频道 

          -12月24日（星期六）

https://youtu.be/GmtHFqPXdvw
https://www.youtube.com/@user-hn4zs6bv2r


宣道部
M I S S I O N

义工报名表格

裕廊西乐龄中⼼事⼯近况

 12月09日 星期五 讲故事组的服侍

为下个星期的事工代祷：

代祷事项：期待与居民建立更美好的关系，进而可以 
走入他们的家庭进行家访，并求上帝赐救恩与我们所 
探访的家庭。

请为我们在裕廊西乐龄中心的事工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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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道部
M I S S I O N



宣道部
M I S S I O N

填写报名表格 观看宣传短片截止报名日期:
12月16日

F E L L OW S H I P

团契部

https://form.jotform.com/222988130540455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cttj-Ed2R1nxCuVvirc9h0o6Ixf-x8L/view?usp=share_link
https://form.jotform.com/222988130540455
https://form.jotform.com/222988130540455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cttj-Ed2R1nxCuVvirc9h0o6Ixf-x8L/view?usp=share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BALPinXKDrJefr8pfoDLsOZwxXlf2z55k2pO5VwpCJczfw/viewform


UY O F e l l o w s h i pH
青年团契

Week 1: 大组活动 
Week 2: 查经
Week 3: 小组活动
Week 4: 查经
Week 5: 搭档小组活动

HE knows you better than you know yourself. 
Is this truly possible? Who is HE? 

Wanna know more? Come find out in SACM 
Youth Fellowship every Sunday 230-5pm! 

See you there! 

 比你更了解你自己。这真的可能么？ 
是谁？你想要了解更多么？

快来参加座堂华语部的青年团契吧！
每个主日(星期日)下午2点30分到5点! 

我们到时见！

祂
祂

更多详情请致电: 63392435



请大家预留时间来参加教会生活营

2023教会生活营2023教会生活营

F E L L OW S H I P

团契部

日期：2023年6月11-14日

地点：马来西亚柔佛新山

         Thistle Hotel 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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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祥妹  胡文娟  李秀芳  叶亚娣 

高份数  吴国英  孔亚兴  徐凤月  蔡立伟  李秀兰

陈爱薇  陈爱明  顾翠玉  巫竹香  詹贵英  区福根 

杜正添  崔如珊  余沛莲  高美珠  卢耀华  崔雪芬 

李源丰  胡玉珍  陈俏容  苏英生  陈亚玉  陈哲贤 

陈亚花  吴文德  朱健华  林文欢  何光春  高文平

何英凤  周钟民  蔡宝发  黄雁云  孙惠文  黄银花

蒲天启牧师  王方美英   蒲李淑娴   林杨宜勤 

服侍部

PRAY FOR THEM
为病痛、软弱的弟兄姐妹代祷

M E M B E R  C A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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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祺昭弟兄于11月24日安息主怀

求主安慰家属

陈海云



E D U C A T I O N
教育部

婚姻是神亲自设立赐福给世人最亲密的关系

   教会为保护信仰的婚姻观，家庭事工从2019年开始策划「婚姻督

导和陪伴」之旅(Prepare and Enrich – P&E Mentoring)以一对一

夫妻的配对督导及陪伴方式，让夫妻学习建立以神为中心的婚姻生

活，更深入探讨夫妇间彼此的沟通和表达自己的情感，接纳和体贴

彼此的需要，增强信任以巩固婚姻关系。

   教会正式推动「婚姻督导和陪伴」之旅，让夫妻在婚姻旅途上一

起陪伴，一起学习，一起服事，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建立教会--以基督为中心的婚姻文化
培育婚姻--以基督舍己牺牲的夫妻关系
造就彼此--以基督的爱互相守望的群体

若有兴趣参加「婚姻督导和陪伴」或了解更多 
详情，欢迎弟兄姐妹联系:
李耀龄托⼠夫妇（WhatApp 96373879）或
杜美卿传道夫妇（WhatApp 9008 9303）









弟兄姐妹若在⾝⼼灵或⽣活⽅⾯遇到困难，可及时向牧者、领袖或你的

⼩组组⻓反馈和寻求帮助；必要时，也可拨打以下社会热线求助：

 
    妇⼥⾏动及研究协会（AWARE）1800-777-5555
  （妇⼥援助专线，周⼀⾄周五，早上10时⾄傍晚6时）
 
    新加坡援⼈协会：1767
 
    关怀辅导中⼼：1800-353-5800
 
    ⼼理卫⽣学院：6389-2222
 
    新加坡⼼理卫⽣协会：1800-283-7019

其他

圣诞卡+⽉捐封

会友们可在出席崇拜时，在服务台
领取圣诞卡和2023年的月捐封。我
们将陆续派发或邮寄。若近期未收
到的会友，可联系办公室，
电话号码:6339 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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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符合条件的申请⼈将会收到电⼦邮件通知，来
座堂咖啡厅领取汽⻋贴纸。

开放时间：
�:��-�:��pm
星期⼆⾄星期⽇ (星期⼀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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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吁会友尽早提交申请，因为处理时间或⻓达3周。
欲知更多详情，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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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堂修复工程最新进展
2022年10月

  谢谢你们的代祷，我们确实需要祷告主。
请大家继续多方为修复工程代祷。迄今为
止，我们一直为目前所取得的一些进展赞美
并感谢上帝。现在修复工程已经几乎完成了
一半的工作，且由于钟楼外部的脚手架已经
搭建完成，期待下一步一些新的工作能够开
始。承包商将指派一个单独的工作队在钟楼
外部进行维修工作。请弟兄姐妹们为着好天
气和工人在高空作业时的安全代祷。

  最近我们与建筑顾问一同对钟楼进行了初
步检查。钟楼需要进行相当多的修复工作，
有些区域处于狭小的空间和间隙之间，这将
使修复工作变得困难。我们的重点将是确保
现在进行的工作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钟楼在
以后维修方面的工作。请为技术团队代祷，
让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和知识，为各种不同的
问题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譬如恢复或更换
损坏的图案，包括花型纹案等，以及建筑周
围各尖顶的部分。

  北侧的抹灰工程已经开始，部分区域已经
完成。南侧的墙面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随
后也将进行抹灰工程。东侧最后的粉刷工作
也会很快开始。

  大堂内的电缆渠沟工程即将完成，随后将
放置预制板。当这些工作都完工后，我们就
会开始电力电缆的铺设、冷气管道和影音电
缆工程等。

  请为总承包商上海忠记家具和建筑私人有
限公司及其所有员工、以及我们自己的建筑
顾问代祷，在其努力进行修复工程的这个过
程中，在他们所面对的每一个挑战中，祈求

慈爱的上帝与他们同在，指引他们，并向
他们展示上帝要他们如何完成这个工程。
我们现在正与承包商的高层密切合作以尽
量缩短工程的延期时间，但目前因人力资
源及财政方面的困难仍难以预计准确的完
工日期，但估计在2023年的前半年的时
日，可能还是需要继续在新圣殿、聚会厅
和其他替代场所进行崇拜、婚礼和其他教
会活动。

  我们将继续为着大堂修复工程来祷告，
求上帝的恩典临到，为着修复工程有足够
数量的技术工人、安全与和平的工作环
境、内部和外部的干扰降至最低，以及整
个项目团队的智慧和管理能力而祈求主，
尽力将修复工程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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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愿这节
经文成为该项工程的提醒和祝福。祷告是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

    （以上资讯源自座堂英文部网页， 
巩华伟同工译，11-1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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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3387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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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a.me/+6563387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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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a.me/+6563387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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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a.me/+6563387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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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a.me/+6563387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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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a.me/+6563387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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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a.me/+6563387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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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a.me/+6563387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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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