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谨慎行事，学作智慧人
把握时机，明白主的旨意
充满圣灵，口唱心和赞美主
凡事感恩，将荣耀归于主

家和万事兴
家庭关系需要亲情来维护，亲人之
间需要互相帮助，彼此包容和理解
家庭也是我们最先体验爱的地方
上帝的心意是藉着家庭学习和领受

在家庭实践彼此相爱，也并非容易
做到的事，而其中至关重要的是，
在家庭中，不论长幼，都应学习彼
此尊重。圣经表明父亲被召唤成为
家庭的牧师

引⾔：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我们都会期

盼一开年就有新的开端、新的心境。
  身为新时代的基督徒，我们的信仰
对“新”更应有不一样的认识和理
解。这时代的我们，在“新”的理念
下，更值得停下来反思这“新”的意
义。

⼀、新年新契机 
                             ‒ 各⼈数算年⽇的契机

⼆、新年新契机 
                             ‒ 家庭传递亲情的契机

   他的爱

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
做，像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
的。（西3:23)
接受一个事实：你生活中的一切
都在上主的引导和护理之下。
放低你对事业的期望值：没有一
种工作是最理想的。学习把未来
交托在神手中。

各人数算年日的契机
家庭传递亲情的契机
职场见证主爱的契机

三、新年新契机
                           ‒ 职场⻅证主爱的契机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
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
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约13:34-35)
  之所以“新”，“新”在哪里？新
就新在，这是重新立约的“爱”！

给职场基督徒的三大忠告：

总结：新年新契机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
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
倦，行走却不疲乏。（赛40:31）

新年话"新"-新年新契机
弗4:20-24 约13:34-35 

安跃进 牧师



22/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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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9:30am 显现后第三主日_四堂联合圣餐崇拜_直播

https://youtu.be/THjOYoNu_dI
https://youtu.be/THjOYoNu_dI


宣道部 义工报名表格

裕廊西乐龄中⼼事⼯近况

 1月4/18日          星期三 唱吧组的服侍

 1月26日             星期四 谈天说地组的服侍

 1月6/13/20/27日 星期五 讲故事组的服侍

 1月7/14日          星期六 小维修组的服侍

请为以下的事工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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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I S S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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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道部
M I S S I O N



请填写报名表格 

宣道部
M I S S I O N

填写报名表格 

https://form.jotform.com/230108811327447
https://bit.ly/3FXiRqH
https://bit.ly/3FXiRqH
https://bit.ly/3FXiRqH
https://form.jotform.com/230108811327447
https://form.jotform.com/230108811327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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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 L L OW S H I P

团契部

点击观看宣传片

https://youtu.be/YoWkjBofN8A
https://youtu.be/YoWkjBofN8A


家庭事⼯ - ⻘少年亲⼦教育课程
The Parenting Teenagers Course

青少年亲子课程（TPTC）旨在帮助父母应对抚养青少年（11-18岁）的挑战，
并为他们的生活做好准备。

它由八场英语视频（中文字幕）讲座和小组讨论组成，涉及以下主题： 
   • Keeping the end in mind [记住最终的目的]
   • Meeting our teenagers' needs [满足青少年的需求]
   • Setting boundaries [为青少年立界线]
   • Developing emotional health [培养健康的情绪]
   • Helping them make good choices [帮助青少年做好的选择] 
该课程将与座堂英文部联合举办以英语视频讲解（中文字幕）， 
通过实体及线上Zoom进行。

日期：8 个周四晚上
    2月2日 （实体）7.30pm – 9.30pm, 
    2月9日, 16日, 23日, 3月2日, 9日, 23日（线上）8pm – 9.30pm
    3月30日（实体）7.30pm – 9.30pm
 
费用：每人$25或 每对夫妇$45
报名截止日期： 1月22日

报名链接: https://tinyurl.com/FLMtptc2023  

联系：陈慧芳姐妹 9362 2730， tanghh3@yahoo.com

E D U C A T I O N
教育部

https://tinyurl.com/FLMtptc2023
https://forms.gle/wJM9626jwQrEzbUw9%20%20
mailto:tanghh3@yahoo.com


E D U C A T I O N

教育部

填写报名表格 

点击此链接向行政同工报名 

https://form.jotform.com/213122021575442
https://form.jotform.com/213122021575442
https://form.jotform.com/213122021575442
https://api.whatsapp.com/send/?phone=%2B6591350507&text=%E5%A9%9A%E5%A7%BB%E9%A2%84%E5%A4%87%E8%AF%BE%E7%A8%8B&type=phone_number&app_absent=0
https://api.whatsapp.com/send/?phone=%2B6591350507&text=%E5%A9%9A%E5%A7%BB%E9%A2%84%E5%A4%87%E8%AF%BE%E7%A8%8B&type=phone_number&app_absent=0
https://api.whatsapp.com/send/?phone=%2B6591350507&text=%E5%A9%9A%E5%A7%BB%E9%A2%84%E5%A4%87%E8%AF%BE%E7%A8%8B&type=phone_number&app_abse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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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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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海云  

叶丽卿   卢丽霞   陈富基   蒲天启牧师   蒲李淑娴   

王方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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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春霞姐妹夫婿符祥森弟兄
于1月14日安息主怀

求主安慰家属
 

陈德洲弟兄令慈黄凤娇姐妹
于1月18日安息主怀

求主安慰家属



沉痛的哀悼

蔡⽴伟弟兄
1956年11月27日 - 2023年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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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此链接向行政同工报名 

教区活动

填写报名表格 报名截止：2月20日

https://api.whatsapp.com/send/?phone=%2B6591350507&text=2023%E5%B9%B4%E6%95%99%E5%8C%BA%E7%89%B9%E5%88%AB%E8%AE%B2%E5%BA%A7&type=phone_number&app_absent=0
https://api.whatsapp.com/send/?phone=%2B6591350507&text=2023%E5%B9%B4%E6%95%99%E5%8C%BA%E7%89%B9%E5%88%AB%E8%AE%B2%E5%BA%A7&type=phone_number&app_absent=0
https://api.whatsapp.com/send/?phone=%2B6591350507&text=2023%E5%B9%B4%E6%95%99%E5%8C%BA%E7%89%B9%E5%88%AB%E8%AE%B2%E5%BA%A7&type=phone_number&app_absent=0
https://forms.office.com/r/32A3D9qG3n
https://forms.office.com/r/32A3D9qG3n
https://forms.office.com/r/32A3D9qG3n


英文部活动

请向行政同工报名

邀请和鼓励执事们，
读经员，会友领袖和
教牧同工届时出席。

https://api.whatsapp.com/send/?phone=%2B6591350507&text=%E6%8A%A5%E5%90%8DAlpha%40Workplace+Prayer+Session&type=phone_number&app_absent=0


1.牧区选举名册/提名及被提名者条件
按本部章程，凡已坚振年满17岁的会友，名字在选举

名册中，方有选举及被选举权。会友请于服务台查询你

的名字是否在选举名册内。

2.各肢体呈上2022年各部报告
五部和各个团契负责人请尽快呈交各部报告至罗丽玮同工

电邮liwei@sacm.sg

截稿时间：2023年3月5日

3.登记出席常年会友⼤会和电⼦版报告

点击右边表格进行登记

鼓励会友选用电子版常年报告，没有

登记的会友，我们将在服务台分发或

邮寄。

https://form.jotform.com/22361832071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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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组组长反馈和寻求帮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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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友资料更新会友资料更新

座堂停⻋场
座堂停⻋场最新收费以及申请信息，
请点击此处查看。

若有会友需要更新个⼈资料，
请提交电⼦表格。

https://form.jotform.com/223610958808059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2/08/parking.pdf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2/08/parking.pdf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2/08/parking.pdf
https://sacm.sg/main/wp-content/uploads/2022/08/parking.pdf
https://form.jotform.com/223610958808059


  12月的工程进展缓慢。工人们所需要的材料
仍未抵达，例如石灰泥膏。我们正在与不同的
供应商和总承包商商讨，希望尽快解决材料供
应延迟的问题。受材料短缺影响的工人目前被
安排在钟楼工作。

  通往钟楼的路径共有32层。工人们已经完成
了从第12层到第32层的90%的油漆清除工作，
并同时清除了在这些层所发现的灰泥空心部
分。座堂的技术团队在移除灰泥空心部分后所
进行的初步调查表明，在第18层到第24层发现
的所有水泥灰，可能几乎需要全部移除。在
2023年1月的第一周，将会对这些所发现的区
域进行更仔细的研究，以确认初步调查结果。
如果初步调查结果是正确的，我们可以预计原
定于2023年1月底拆除钟楼脚手架的时间会有
所延迟。

  请继续为灰泥材料的供应顺利，大堂剩余部
分所需的脚手架材料，所有工人和技术团队的
安全来代祷，特别是当工人在高空作业的时
候；也为着能有一个好的天气来祷告，以便所
有的工程能够平稳顺利安全地进行。

  我们继续为着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其他进展
来赞美并感谢上帝。电缆埋线沟渠钢筋混凝土
浇筑工程的分包商将于2023年1月开始施工，
我们已获得油漆分包商的供应服务。一旦我们

大堂修复工程最新进展
2022年12月

得到灰泥材料，并应用于“修复”的墙壁
上，在完成外墙的最终脱脂层后，很快就
会开始对这些墙壁进行粉刷。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会友，这包括英文部
和华语部的会友，他们在圣诞节期间挺身
而出，与工人们分享基督的爱。与座堂英
文部宣教事工团队一起同工，让工人们得
到了一个装满必需品的背包、一顿丰盛的
黄姜饭午餐和一份爱心礼物。 我们从工
人们的脸上所看出的喜乐和感激，正是上
帝的爱与盼望的见证。 我们赞美并感谢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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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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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