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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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餐崇拜（实体+线上） 

宣       召 

崇拜礼文 

唱诗敬拜 

本日祝文 [大斋第二主日] 公 65 

书   信     [申 6:1-15]    

福   音 [约 13:1-15] 

证   道 
《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邱智勇

牧师 

尼吉亚信经 

代       祷 

家事报告 

奉   献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圣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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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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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斋期的意义  

亲爱的弟兄姐妹，早期教会的基督徒以极敬虔的心来纪念我主受难

和复活的日子（创 18:27；珥 2:12-19 和太 6:1-6, 16-21）。 

此后，这就成为教会的传统，即在主耶稣复活日之前的四十日 

（主日是记念耶稣复活的日子，因此除外）以悔罪、禁食、祷告、

读经和自省，作为一个预备的节期，整理他们的属灵生命与神建立

更亲密的联系。  

 

大斋节也是为那些即将受洗的人，提供一段预备的时间；并给那些

因犯罪而与教会隔绝的人，一次忏悔与复合的机会，藉此回归教会

的团契。因此，全体会众必须牢记我们救主在福音中所宣告宽恕与

赦罪的信息，信心长进，敬虔事主。  

 

更宝贵的是，这个节期至终宣告了主耶稣复活的大好消息。其意义

指出信徒不是在尘土中打滚，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与能力得以

活出复活的生命。 

 

愿弟兄姐妹珍惜这段宝贵的节期，诚心亲近爱你的上帝。 



牧者心声： 

 

我们的上帝多么伟大! 

 

邱智勇牧师 
 

“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未曾听见吗？ 

永在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 

他不疲乏，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疲乏的，他赐能力； 

软弱的，他加力量。 

就是年轻人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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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赛亚书 40:28-31） 

 

 



当我们把上帝看得太渺小时，问题必然会变得更大。它会大

到足以夺走我们的喜乐，让我们始终处于恐惧和焦虑之中。

《以赛亚书》里记载，以色列民已被警告过，他们会被巴比

伦人征服和被流放。鉴于这一背景，先知以赛亚在第 40 章

安慰人们要定睛在上帝的主权上。 

我们的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因为祂创造了天地。世上没有人

可与上帝相提并论，因为祂是永活的真神，从不会疲乏和困

倦。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

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就近祂。 

 

设想一下，假如你与一位亿万富翁大亨很亲近，你会不会感

到财务方面很有保障？你知道，当你遇到财务困难时，他总

是会出手相助的。更何况我们全能、全知、全爱的上帝呢？ 

 

因此，如果我们让上帝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并且愿意等候主

在祂最佳的时间以祂的大能大力相助，平安和喜乐就不会离

开我们。正如诗歌《献上感恩》的歌词：“软弱者已得刚强，

贫穷者已得富足，都因主为我们成就了大事。”但是，另一

方面，如果你忘记了上帝是多么伟大，那么无论你多么努力，

你最终会变得软弱无力。 

 

主里的弟兄姐妹们，当你读圣经读到上帝的伟大时，在你的

圣经里做个标记。记住那些分享给你的关于上帝伟大的见

证。感谢上帝在你的生命中的所作所为。那么，下次当你开

始忧虑时，你就用《以赛亚书》第 40 章宣告上帝的伟大，

上帝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降临在你身上。做出明智的选择，

放弃你的恐惧和焦虑，以换取上帝的力量。如果你不这样

做，耶稣就不是你生命中的上帝。  



代祷事项 2023 年 3 月 5 日 

 

为世界祷告 

朝鲜导弹试验的升级和美国及其亚洲盟友的联合军

演不止加剧了朝鲜半岛的政治紧张局势，也将亚洲

和全球陷入面临冲突的高风险当中。祷告一切恢复

平静且各方应避免采取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挑衅

行动。我们也为土耳其二次地震的受害者来祷告，

希望重建工作能顺利进行之外，国际人道援助也能

被及时送达。在这黑暗并堕落的世代，我们更要来

祷告仰望上帝，求圣灵的恩膏降临给列国带来复

兴。 

 

为新加坡祷告 

我们为新加坡国家领导祷告。他们有属天智慧为

新加坡人民制定能应对生活高消费的政策，并在

这日益具挑战性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保障国家的未

来发展。我们也祷告新加坡人民能有足够的警惕

性，以防止国家遭到诈骗案及恐怖袭击的威胁。 

 

 

 



为以下有病痛者祷告 

 

林春燕(林水莲的女儿)：

求主怜悯赐福带领她使

她工作顺利，心里能完

全依靠上帝。 

 

符树良：求主掌权，按

着主的时间和方式使树

良痊愈。求主赐树良心

里有真平安，灵魂继续

兴盛。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作了榜样，

为要你们照着我为你们所做的去做。

【约13:14-15】

本
周
金
句



温馨提醒：

下周是圣餐崇拜



不顾憎恨的爱
Love Despite Hatred

刘格宁牧师



周三灵修

日期：3月8日

时间：晚上8pm



祷告会

3月的祷告会将取消，
请弟兄姐妹们专心
大斋培灵会。



小组

大斋期暂停

（联合大斋培灵会）





洗礼
日期：4月9日

（复活节）

时间：下午4pm

洗礼课将在每逢星期日
下午1:30pm开始





房间 价钱
(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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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公会
牧师动向

2023年5月1日起

陈建文牧师 (Glenn Chan)
-受委为基督救赎堂辅理牧正

张健安牧师 (Victor Teo)
-继续担任基督救赎堂牧正



圣公会
区组动向

2023年5月1日起

张健安牧师 (Victor Teo)
-接任区组三的辅理区长，

协助区长黄峻千会吏长 (Ven Daniel Wee)

卓群牧师 (Alvin Toh)
-将卸下区组三辅理区长职务

Martin Jungnickelmushi 牧师
-接任区组七区长

张健安牧师 (Victor Teo)
-将卸下区组七区长职务

黎传胜牧师 (Brandon Loy)
-受委为区组七辅理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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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贺
王浩、王静夫妇于2023年3月1日蒙主

恩赐男孩，取名王以珩Ivan，

愿主赐福。



生日蒙恩
6/3 孙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