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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万民的医治，上帝的荣耀

及恩典与真理充满圣殿

教会异象

五月二十二日

二零二二主日特刊



我们诚挚欢迎你

肃静 程浩明执事

宣召 杨毅福弟兄

认罪 会众

解罪 杨清华牧师

诗歌赞美 程浩明执事

本日祝文 复活节后第六主日 杨毅福弟兄

新约经文 启10:1-11 陆玉娟姐妹

本日福音 约14:23-29 杨毅福弟兄

讲道 【乌云背后有蓝天】 毛以琳传道

信经 尼吉亚信经 杨毅福弟兄

奉献 程浩明执事

圣餐 杨清华牧师

家事分享 毛以琳传道

结束诗歌 程浩明执事

默祷、平安、散会 会众

2022年5月22日 上午9点

崇拜程序



陈祯荣牧师 咛叮
的师牧

弟兄姐妹，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
在。牧师染疫了！两件事我要感谢
上帝的：

一）牧师并没有在疫情最严重的时
候染疫，因为上帝知道我有许多的
工作得去做、上帝知道会友们在这
困难时期有更大的需要，因此事工
不但没有停止、还在做足安全措施
之下增加了许多，这绝对是上帝因
着我们的需要而保守。

二）牧师现在所感染的不是先前那
个较致命的病毒，而是轻微许多的
变种病毒，因此病情也没那么严
重，只是出现类似我们常见的感冒
症状而已。不过，这个礼拜天牧师
就不能亲临教会了，我会和师母在
线上与大家一同的敬拜神。谢谢弟
兄姐妹们在这期间的关怀与代祷，
请继续在祷告中记念我和师母，尤
其是我在砂拉越青少年营会的讲
道。

另外，在这里牧师有个大好的消息
要告诉大家；我们终于可以回到自
己的‘家’作礼拜了；也就是我们
设在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教堂。敬
请大家多多关注接下来的消息，我
们会有更多的资讯向大家报告如：
回家的日期、时间、地点及其它相
关的安排等等。

让我们大家预备心回到神所赐予的
地方，在那儿继续的完成祂所托付
给我们的福音使命。同时也请大家
用祷告托住教会的教牧、同工及领
袖们，因为在回到医院崇拜的过程
中，会有很多的预备工作需要完
成，例如：崇拜厅的预备（两年不
曾使用了）、服侍人员的安排、课
室的分配等等。这些都是为了能更
好的迎接上帝的子民、新朋友，以
及在医院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属回到
圣殿中敬拜神也领受祂的恩典。

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任何环境、任
何的时候，学习更加的依靠神，紧
紧地跟随神。我们生病有时、健康
有时；隔离有时、相聚有时；在外
有时、回家有时；见面有时、离别
有时；崇拜有时、服侍有时。这也
让我联想到传道书：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
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
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
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
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
时。”（传道书3:1、6-8）



教会事工
同心配搭

联合小组聚会

日期: 5月29日 (主日)

时间: 11am - 2pm

地点: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二楼

请圣周筹委会、诗班团员、招待
组组长和幕后的服侍人员准时出
席检讨会议，好让大家将来有更
好的配搭服侍。

圣周事工检讨会

执事会

社区主日

家

日期: 5月22日 (主日)

时间: 12.30pm - 2pm

地点: 教会办公室

请执事们预备心准时出席
商讨事工！

日期: 5月27日 (五)
时间: 8.00pm (7.45pm上线)
地点: 线上Zoom
负责: 成年区
讲员: 毛以琳传道
回应: 陈祯荣牧师

请弟兄姐妹准时上线参与联
合小组聚会！

教会事工
同心配搭

日期: 5月22日(主日)

时间: 9am

地点: 圣殿

鼓励弟兄姐妹继续支持社区事
工。您每一次的记念、祷告及
奉献，都成为对上帝的祈求，要
藉着上帝的爱去触摸许许多多的
生命。

事工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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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为教区需要祷告：新加坡圣公会的六个宣教区：
尼泊尔、印尼、柬埔寨、泰国、寮国、越南

求主特别怜悯这六个宣教区，求主帮助那里的宣教士，如
何有智慧开展福音工作，求主加力量给他们，除去撒但对
他们一切的攻击，在疫情期间，让他们看到更多的需要，
有圣灵的带领，求主天天将得救的人数加增在教会里，使
神的名在这些地方被高举与传扬。

ii) 出国及回国探亲的会友

恳求恩主恩待最近回国探亲及出国旅行的弟兄姐妹，在这
个疫情期间，特别保守他们免受新冠病毒的感染，保护他
们旅途的平安。求主使他们在与家人团契中，感受到恩
典，在观看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中看到主的能力，也让他们
更深的经历主，爱主更深。

1、为教会需要祷告：
i) 社区服务
求主怜悯圣安德烈教会医院（SAMH）和圣公会社区服务
（SACS）院牧事工，求主赐福这些事工能够接触到更多有
需要的人，透过院牧的服事，帮助那些心灵、心理、身体
有需要的人，感受到神的爱与被关心，走出困境。求主纪
念院牧事工经济需要，求主感动更多的人愿意奉献，使社
区服务更多有需要的人。

代祷事项



圣餐+
【待定】 路 8:26-39 毛以琳传道

6月 +
19

【待定】 约 16:12-15 符致明牧师
6月
12

【待定】 约 14:8-17(25-27) 毛以琳传道
6月
05

【合一】 约 17:20-26 周恩如神学生
5月
29

【乌云背后有蓝天】 启10:1-11 毛以琳传道22
5月 +

讲题 经文 讲员

主日讲道

注：请前台服事人员早上7.30准时到达崇拜场地做准备。

黄淳传道 杨清华牧师
谢树平执事

沈美贞 毛以琳
传道

柯欣怡
林丽娟

龚优霓
江德盛

傅振安 郭家宝
托士

郭怡惠6月
19

谢树平
执事

【无需】 傅木荣 符致明
牧师

李声庆执事
卢振利

许莹莹
林秀涵

张佳丽 郭思恩 韩明定6月
12

郭家宝
托士

【无需】 任俊英 毛以琳
传道

谢树平执事
黄洁颖

傅佩玲
黄少平

林威德 翁玮建 韩明定6月
05

郭家宝
托士

【无需】 陈勤勤 周恩如
神学生

王欣铃 白馨为
陈奕玮

王鼎毅 王鼎聪 郭怡惠5月
29

杨毅福 杨清华牧师
谢树平执事

陆玉娟 毛以琳
传道

程浩明执事
卢振利

傅佩仁
黄俐颖

黄洁颖 翁玮建 韩明定5月
22

主领 襄礼 读经 证道
领唱
副领 伴唱 司琴 吉他 鼓手

台前服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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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金凤执事、柯欣怡、劳坤如、谢佩云、周恩如、傅佩仁、汪挺、黄淑莲、林秀涵、黄洁颖6月
19

冯燕、陈哈因、陆玉娟、沈美贞、文新芬执事、李嘉丽、翁玮健、蔡桂莲、陈玲玲、刘月玲
6月
12

洪守玉、邝惠芳、谢洁琴、白馨为、洪守丽、刘娴娜执事、傅木荣、李恒、美皓铭、杨丽霖6月
05

冯燕、陈哈因、陆玉娟、沈美贞、文新芬执事、李嘉丽、翁玮健、蔡桂莲、陈玲玲、刘月玲
5月
29

洪守玉、邝惠芳、谢洁琴、白馨为、洪守丽、刘娴娜执事、傅木荣、李恒、美皓铭、杨丽霖5月
22

招待人员

注：请前台服事人员早上7.30准时到达崇拜场地做准备。

19
6月

6月
12

6月
05

5月
29

5月
22

柯欣怡 杨智清 韩明定 林威钦 白馨为 江德盛 林志勉 刘瑢珍

杨智清 柯欣怡 韩明定 江德盛 白馨为 邓淇年 谢树平
执事

马正南

柯欣怡 杨智清 林威钦 卢振利 柯欣怡 江德盛 程浩明
执事

杨毅福

柯欣怡 江德盛 林威德 杨瑞彦 龚优霓 邓淇年 林志勉 林明辉

【待定】 林威钦 卢振利 萧永顺 江莉莉 江莉莉 谢树平
执事

刘瑢珍

制作 副制作 摄影1 摄影2 投影制作 电脑操作 音响 灯光

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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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请招待人员早上7.30准时到达崇拜场地(简报及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