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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成立的目的 

遵行耶稣的大使命, 

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扩张上帝的国度。 

宣教使命 

带着圣灵的能力在

新加坡西部，新加

坡全地，新加坡教

区宣教区直到地极

为主作见证。 

晚祷崇拜（实体+线上） 

晚祷礼文  公 16 

唱诗敬拜  

本日祝文 [七旬主日] 新公 140 

经文(一)       [诗 121]     

经文(二) [约 5:1-15] 

证   道 
《使我们行动

的信仰》 
蔡禾辉神学生 

公 10 使徒信经 

代       祷  

奉       献  

家事报告  

祝       福  
教区华文部网址: https://chinese.anglican.org.sg 

联络     教会办公室 62564312 

 邱智勇牧师 

 陈姿蓉传道 

 邢咏杰弟兄 

 符育铭弟兄 

电邮 jacmandarin@yahoo.com.sg 


下
午 04:00

聚会地点: 30 Dover Ave, S139790  

(圣约翰圣玛格烈堂 - 礼拜堂 Chapel)

https://chinese.anglican.org.sg/


 



小组（每月第二、四周） 

 

- 联合成人小组 ：星期四 8:00pm（线上 Zoom） 

- 联合成人小组 ：星期五 8:00pm（实体） 

- 青少年团契 ：星期六 2:00pm（实体） 

- 青年小组  ：星期六 8:00pm（线上 Zoom） 

- 客工小组  ：星期天 3:00pm（实体） 
 

武吉巴督成人小组 （张金鳯组长，92313621） 

金文泰成人小组 （邢咏杰同工，98153075） 

裕廊成人小组 （钟翠珍组长，92212007） 

西海岸乐龄 小组 （姚友琍组长，96169765） 

客工小组 （焦理萍组长，81579863） 

青年、青少年小组 （陈姿蓉传道，92347241） 
 

 
鼓励所有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参加其中一个小组聚会，定期团契分享

主的爱和恩典，彼此关怀，一起成长！ 



牧者心声： 
《云上太阳；以利亚的日子；开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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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头，我抽了几天时间去民丹岛休息。我什么地方都没去，单单留
在靠海的酒店中安静、读经、祷告、反思、梳理、整合。在这里，我想
跟大家分享上帝给我的一段美好反思。 

 
“日出”被定在早上六点零五分 (6:05am)，民丹岛时间。时间到的时
候，我却看不到期待中的‘咸蛋’出场，而是看到一层厚厚的云。接下
来的一小时，天空慢动作似的改变。每次太阳差不多要从云层中显露出
来的时候，又会有一层云漫过，再次把太阳遮住。当下，我感觉云层好
像很努力要升得比太阳还高，带有攻击性地姿态想要盖住太阳，不让它
‘出来’。这时，我突然想到《云上太阳》的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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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我可能只是看到了雨和云，看不到太阳，但太阳没有改变，它仍
在那里。 
 
反思：尽管我们可能不能看清楚上帝，并且那些类似攻击性乌云的挑战
时光试图掩盖住上帝的光芒，但祂是不改变的，祂总是与我们同在。 
 
圣灵告诉我，“等到七点钟”。因此我就等待。确实，七点一到，一轮
红日突破云层展现在我的面前！当太阳完全升至云层之上后，它缓缓地
像是滚动、骑在云彩之上，慢慢地稳定地向着反方向移动。 
 
这时，英文歌《以利亚的日子 Days of Elijah》的副歌出现在我的脑海： 

 
 
反思：的的确确，主耶稣会驾云再来，这攻击性的云层就像是目前我们
所经历的痛苦、艰难和挑战，而我们切实等待和盼望的最终救赎，会完
全得以实现。正如圣经所言，主会驾云再来。 
 
当我再看延时录像时，我发现太阳不是保持不变的，而是继续以它固有
的姿态移动着，尽管乌云试图阻止它向前。它可能不会被感受到或者看
到，但它依然会缓慢而坚定地升起。 
 
此时，《开路者》的副歌闪现在我的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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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是的，主耶稣会再来，但不仅如此！当我们一直在等候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的时候，祂也在我们当中感动激励我们、为
我们开路，尽管我们看不到！也许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痛苦，也许是因
为我们有限的属灵眼界，也许是由于我们没有耐心、急于看即时的果
效，我们的视野被蒙蔽了。然而，上帝的旨意必定会实现。祂一直在稳
定地、真真确确地积极介入我们的生活，为我们开路。 
 
最后，延时录像（若有兴趣观看，链接按这里）向我显示：乌云，只不
过是过眼烟云。在缓慢经过过程中，它们看起来试图要锁住太阳，但实
际上，它们只是经过太阳而已，并没有真正的实力永远锁住太阳。 
 
反思：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就像乌云，它们总会过去。“他们一共比空
气还轻。”（诗篇 62:9）上帝本身永远不会过去，并且没有任何事情可
以永远锁住祂，或者使我们与祂隔开。 
 
       所有非常困难的工作和艰难的处境... 
       所有非常难处的关系... 
       所有控告和失望... 
       所有令人恼怒的事和令人恐惧的事... 
        
       归根到底，祢是至高者。 
       祢全然掌权。 
       祢积极介入并开辟道路。 
       所有这些都会过去，就像是一声叹息。 
        
       当那日来临，在主永远的怀抱中，在乐园中， 
       我祈盼被主夸赞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 
       求主怜悯，垂听我的祷告！ 
 
在主的爱里， 
姿蓉传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APZcsgUnjA


代祷事项 2023 年 2 月 5 日 

 

为世界祷告 

根据亚太新闻台报道，美国科学家表示核战争的危

害、疾病和气候转变等课题因俄乌战争日愈加剧，

导致人类面临更巨大的灭绝风险。祈求上帝的慈爱

赐下怜悯来缓解这 11 个月的战争中日益加剧的紧

张局势，让这场全球危机能得到缓解。在主要国家

领导人被免职或辞职后，为乌克兰能有一个清廉的

政府并恢复政治稳定来祷告。同时也为身处严寒地

区中的人民祷告，求主保守他们的安全和健康。 

 

为新加坡祷告 

我们也为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唐振辉和其团队

祷告。他们努力透过艺术、文化、及传统来促进

新加坡人之间的团结，并从中培养更亲密和彼此

关怀的文化。我们也祷告让他们与社群的合作将

能制造更多建立坚固的友谊和相互信任的机会，

以便增强社会的复原力。 

 

 

 



为以下有病痛者祷告 

 

王静：求主止住流血状

况，保守妈妈和腹中的

宝宝平安。 

 

蔡美玲：求主保守她现

在的医疗过程，使她的

肾脏和身体能继续保留

健康的状态。 

 

刘桂凤：请为刘桂凤姐

妹将于 2 月 6 日进行的

膝盖手术祷告，求主赐

给桂凤姐妹好的医生和

护士，使手术顺利成

功，让桂凤姐妹的膝盖

疼痛能迅速消除，手术

伤口能尽快完全康复，

不再疼痛，阿们！ 

 

符树良：求主医治他的

癌症，使他恢复健康。 

所有在国内得了冠状病

毒的亲友：求主赐恩、

加添体能来度过生病

期，顺利得到必要的医

疗，并经历上帝的医治

和平安。 

 

 

 







本周金句

信心也是这样，
若没有行为是死的。

【雅2:17】



温馨提醒：

下周是圣餐崇拜



刘格宁牧师



周三灵修

日期：2月8日

时间：晚上8pm



祷告会

日期：2月11日

时间：早上10am



小组
2月份暂停，以预备来临

大斋培灵会



主日崇拜线上直播安排

线上直播崇拜是因为新冠病毒疫情COVID-19
影响而开始的。目前疫情缓解而逐步恢复正
常，我们从三月开始不会发出链接了。

鼓励大家主日都来教会参加实体崇拜。





房间 价钱

单人房 $330

双人房 $205

三人房 $200

孩子 (需要床) $115

孩子 (不需要床) $60

退修会营费

需注明 (Reference): CR23（名字）
例如：CR23 Justin Chua

CR23 Chua Hoe Hwee

付款后请拍照发给育铭弟兄。



报名表格
(线上)

https://form.jotform.com/230134619341448

截止日期：3月27日





洗礼
日期：4月9日

（复活节）

时间：下午4pm









新移民
研讨交流会





奉献须知

主日奉献，按月奉献，感恩奉献



电子转账 iBanking

UEN：T08CC4056GJ03

户口号码: 301-304-149-9 (UOB)
户口名字: SACM (Jurong)

可注明:

“名字/Offering”主日奉献

需注明：

“名字/Thanks”感恩奉献

“名字/Tithe”按月奉献



所有转账/支票/现金都拍照发给:

谢巧仪姐妹(91192628)



生日蒙恩
6/2 石翠华 佟鑫

7/2 焦理萍 范小龙

9/2 孙皓月

10/2 沈金琪

11/2 于少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