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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祯荣牧师 咛叮
的师牧

弟兄姐妹，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感谢主的保守与带领，上个主日开始
的第一堂9点崇拜有不少的的弟兄姐
妹们出席与我们一起的敬拜赞美。看
到服事人员愿意牺牲自己的睡眠，早
早的起身到教堂作准备，尤其是那些
两堂都有服事的人，牧师满满的为你
们献上感恩，愿主大大的赐福你们！
接下来，我们服侍人员也要预备好，
把在医院里养病及修养的住院者，用
轮椅推他们到教堂来参加崇拜。

牧师也看到一个现象，在此藉它来作
彼此的鼓励。那就是有些在11点才有
服事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为了自己能
够全心贯注在自己的服事中，也愿意
牺牲自己的睡眠，摸黑早起参加9点
的崇拜，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这种
叫作为基督牺牲的爱。这跟现代有许
多人愿意服事，但只愿意如英文所说
的： “serve on a couch” ，就是只
愿意躺在沙发上服事的态度是迥然不
同的。弟兄姐妹，服事是需要付出的
；“you need to come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你需要从你舒适
的环境中脱离。如果你觉得你的服事
太容易了，没什么“挑战”那你有可
能还不是在服事，你只是在展现你的
才华、在卖弄你的能力，因为当上帝
要用我们的时候，祂所给予我们的任
务绝对是超过我们的能力的。如此，
我们才需要更加依靠祂而不是靠着自

己的才能，也会在服事的过程中看到
神的同在、祂的带领与大能，并尝到
主恩。我们也会在服事的过程中茁壮
成长、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

牧师也在此提醒参有两堂服事的人
员，要全程的与在场的弟兄姐妹们一
起的参加崇拜至结束。因为：

1) 崇拜是全程的；崇拜不是只参与唱
诗、读经、听道、圣餐部分而已。
随意选择只参与部分的崇拜会让我
们养成习惯；而习惯就会变成我们
的品格，到最终我们就习以为常，
就会对敬拜上帝有不正确的观念。

2）崇拜是集体的；崇拜是全体信徒集
体在一起去实现神同在的呼召。

3）崇拜中的服侍；崇拜的服事人员要
首当成为其他人的榜样，保罗劝勉
教会说虽然我们可做任何事，但为
了不绊倒其他弟兄姐妹，我们宁可
有节制。

感谢主，目前我们的服事人员都很遵
行圣经的教导；认真全心全意敬拜上
帝与服事。牧师希望大家能坚持到
底，因此在这里作温馨的提醒。让我
们继续成为基督的精兵、更是上帝所
喜悦的敬拜者与追随者。大家一起加
油，同心爱主、同作门徒！



坚振礼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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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神学生

祷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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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动

联合乐龄聚会

青年领袖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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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周恩如神学生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超级想感慨一下，哇！时间过得太快了！一下

子就到了我的毕业期，一下子我的教会实习也要结

束了。很感恩，上帝带领我遇见了你们，在来到新

加坡之前，我有向上帝祈求，求主能带领我在新加

坡遇到一个可以给予我方向的教会。我想上帝已经

垂听我的祷告了。上帝向我展现了一个具有使命

感，充满爱心，充满生命力的教会。谢谢大家，让

我可以带着满满的祝福回国。

说实话，很舍不得，一年多前的我，怎么会想到居

然要面临一场离别，但我知道正是因为我们同在主

里，所以我们经历的，只是面目的离别，我的心却

不会离别。愿我们继续在主里“同心爱主，同作门

徒”，彼此守望！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为教会需要祷告：
1、9月30日圣乐组门训《心灵的艺术》
求主让大家透过一起阅读，让彼此属灵生命不断的成
长，求主帮助大家在一起讨论时不但更理解，能激励更
深的学习，更深的渴慕，求主使每位服事人员都能够在
属灵生命上不断的进深，并且更积极委身与服事。

2、10月1日启发周末营
求主让凡参与的无论是新朋友还是弟兄姐妹，都大大感
受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奇妙，恳求恩主掌管整个聚
会，尤其打开新朋友的眼睛，让他们认识主，经历圣灵
的神奇。

3、周恩如神学生
感谢主带领恩如来到我们教会一年多的时间，求主亲自
纪念他所做的。也求主继续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恳求恩
主赐福他的服事，也大大使用他，加添力量给他，使他
靠主一生为主而活，并带领更多的人归主，也求主赐福
他未来的生活，有上帝的恩典与怜悯。

代祷
事项



圣餐+
【待定】 得 4:13-15 黄文慧博士

10月
23

【祷告+/-】 路 18:1-8 陈祯荣牧师
10月 +
16

【靠神满满丰盛，
白白舍弃为主】

路 17:11-19 周恩如神学生10月
09

【信心大小】 路 17:5-10 陈祯荣牧师
10月 +
02

【活出喜乐的人生】 腓 4:2-9 毛以琳传道25
9月

讲题 经文 讲员

主日讲道

注: 9点崇拜的读经将由主领负责
9点崇拜的前台服事人员请早上7.45点准时到达崇拜场地做准备
11点崇拜的前台服事人员请早上10点准时到达崇拜场地做准备

郭家宝
托士

程浩明
执事

王欣铃 【无需】 陈勤勤
黄俐颖
林丽娟
黄少平

王鼎聪 黄鸿源
10月
23

毛以琳
传道

李声庆执事
江德盛 林依伶 杨清华牧师

杨毅福弟兄
刘娴娜
执事

林秀涵
许莹莹 翁玮建 韩明定

10月
16

郭家宝
托士

文诺
神学生

谢洁琴 【无需】 陆玉娟
柯欣怡
刘�珍
谢祈训

郭思恩 黄鸿源
10月
09

杨毅福 陈奕玮 张佳丽 杨清华牧师
郭家宝托士 冯燕

林俊德
艾米 翁玮建 郭怡惠

10月
02

郭家宝
托士

傅佩玲
陈奕玮 林依伶 【无需】 郭家宝

托士
黄俐颖
李声庆执事 王鼎聪 韩明定

9月
25

主领
领唱
副领 司琴 襄礼 读经 伴唱 吉他 鼓手

早上9点及11点 早上11点

台前服侍人员



电子转账银行户口�
���DBS Auto-save
St Andrew’s Community Chapel (Chinese)
� SACC (Chinese) 029-900920-6

教牧同工：
陈祯荣牧师 91388978 luketing@sacc.org.sg
杨清华牧师 98384790 eyong@sacc.org.sg
毛以琳传道 91285093 elim@sacc.org.sg

注: 9点崇拜的招待人请员早上7.45点准时到达崇拜场地 (简报及准备)
11点崇拜的招待人员请早上9.45点准时到达崇拜场地 (简报及准备)

10月
23

10月
16

10月
09

10月
02

9月
25

招待员

冯燕 陈哈因 陆玉娟 蔡桂莲 沈美贞 李嘉丽 翁玮健 陈玲玲 刘月玲 文新芬
执事

洪守玉 邝惠芳 白馨为 洪守丽 刘娴娜
执事

傅木荣 李垣 姜皓铭 杨丽霖 文新芬
执事

冯燕 陈哈因 陆玉娟 蔡桂莲 沈美贞 李嘉丽 翁玮健 陈玲玲 刘月玲 文新芬
执事

劳金凤
执事

劳坤如 谢佩云 黄淑莲 陈俊嘉 蔡庆融 江明亮 林淑雯 黄俐颖 文新芬
执事

冯燕 陈哈因 陆玉娟 蔡桂莲 沈美贞 李嘉丽 翁玮健 陈玲玲 刘月玲 文新芬
执事

早上9点及11点

注: 9点崇拜的技术服事人员请早上7.45点准时到达崇拜场地做准备
11点崇拜的技术服事人员请早上10点准时到达崇拜场地做准备

23
10月

10月
16

10月
09

9月
02

9月
25 柯欣怡 谢祈训 林志勉 钱保伶

李振幸 江德盛 柯欣怡 林威钦 林�胜

董丽苇 邓淇年 谢树平执事
蔡庆融

李振幸
林明辉

柯欣怡 林威钦 韩明定 吴立豪

柯欣怡 林�胜 程浩明
执事

钱保伶
杨毅福

杨智清 江德盛 卢振利 蔡庆融

江莉莉 江莉莉 林志勉
李振幸

刘�珍
赵芳芳师母 柯欣怡 林威钦 杨智清 萧永顺

白馨为 谢祈训 谢树平执事
蔡庆融

钱保伶
林明辉

杨智清 江德盛 卢振利 林�胜

投影制作 电脑操作 音响 灯光 制作 副制作 摄影1 摄影2

早上9点及11点 早上11点
技术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