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主日（9/4）棕枝主日
招待：

*杨素帼姐妹、袁惠珍姐妹
周金枝姐妹
收奉献： *潘雪鸿姐妹、梁嫣莹姐妹
傅再云夫妇、张柏颖夫妇
圣餐示位员： 朱福乘弟兄、蔡征洋弟兄
主祷：
黄遨游牧师
讲员：
黄遨游牧师
讲题：
【这是谁?】
经文：
诗 118：1 - 2、19 - 29
太 21：1 - 11
书信：
杨佐华弟兄
圣餐协助： 赵德林弟兄
圣餐助理： 赵德来弟兄
会务报告： 黄遨游牧师
钢琴/风琴： 蔡愉宁姐妹/叶明鸿托士
关怀：
*王莱莉姐妹、张爱琼姐妹
胡筱涵姐妹、赵万源弟兄

招待：

*王玉彬姐妹、陈佩诗姐妹
陈凯欣姐妹
收奉献： *李绍祥夫妇、陈瑞英姐妹
李水莲姐妹、林惠玲姐妹
杨肃友弟兄
主祷：
关达升弟兄
讲员：
黄遨游牧师
【经历、信靠、见证、传扬】
经文：
徒 10:34-43
读经：
陈佩诗姐妹
代祷：
关达升弟兄
会务报告： 黄遨游牧师
钢琴/风琴：张浩恩弟兄/叶明鸿托士
关怀：
*王莱莉姐妹、张爱琼姐妹
胡筱涵姐妹、赵万源弟兄
插花：
郑惠砧姐妹

救主受难日
14/4 （周五） 9.30 AM
联合崇拜轮值同工
主祷：
黄遨游牧师
讲员：
黄国明牧师
讲题： 【仆人君王 The Servant King】
经文：
出 12：1 - 14
腓 2：1 - 11
可 14：26 - 15: 20
福音：
约 13：1 - 17、31b - 35
翻译：
黄遨游牧师
读经：
吴良荣传道、林慧萍传道
朱明伟弟兄、梁淑贞传道
圣餐协助： 黄国明牧师
圣餐助理： 关达升弟兄、齐国耀执事
报告：
黄遨游牧师
钢琴：
郑鸿恩传道

招待：

*梁银珠姐妹、许毓珍姐妹
许爱珍姐妹

收奉献：

*刘炳汉夫妇、林柳生夫妇
罗秋霞姐妹、施慧玲姐妹

主祷：

黄遨游牧师

讲员：

吴良荣传道
【君王十架 King’s Cross】

经文：

诗 22: 1 - 21

翻译：

邱颖勤托士

读经：

郑志晖弟兄

风琴：

叶明鸿托士

教牧同工PASTORAL STAFF

华语崇拜

黄遨游牧师 (牧正) (Ext 112)
Rev Huang Ao-You (Vi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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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21577 (HP)

吴良荣传道 (Ext 111)
Pastor Moses Ng
mosesng@cogsanglic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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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异象与使命 CHURCH’S VISION & MISSION
异象 VISION:

成为以基督为中心的社区教会

使命 MISSION:

合而为一 Knit a cohesive Church
建立门徒 Make disciples for Christ

会

务

To be a Christ-Centred Community Church
领人归主 Lead people to Christ
服事社区 Serve the Community

报

告

下主日4月16日早祷崇拜：复活主日|圣洗礼
上主日4月2日崇拜总人数: 304【华语堂：201 | 双语堂：103】
1. 欢迎大家，特别是新朋友前来参加今早的崇拜。 愿上帝藉著今天的赞美
与敬拜赐福予你们。
2. 新朋友迎新午餐
本堂于今天下午，有迎新午餐接待新朋友。地点：PFA，副堂楼上。欢
迎在今年来到我们教会崇拜的新朋友出席，在双语堂崇拜后请留步与我
们共享午餐，彼此有一段交流时间，也让我们能更好的认识您。
3. 基督教教育：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 —《来认识》系列
圣公会是否是宗教改革的成果之一？ 她的特色在哪里？
讲题：『宗教改革与圣公会』 （英语）
讲员： 黄国明牧师, 圣公会善牧堂英文部牧师
今天 1 - 2 pm
地点：副堂课室1 & 2。
4. “迈向60” 的教会T-Shirt开始售卖！
会友在崇拜后可以到T-Shirt服务台试穿和订购。 截止日期：4月30日。
价格：大人$8，小孩$7。
注：有参加生活营的朋友试穿就可以，营费已包含T-Shirt。
5. 圣周联合崇拜聚会
4月13日（周四）、 8pm — 主设立圣餐日崇拜（牧区联合）
4月14日（周五）、 9.30am — 救主受难日联合崇拜
4月16日 复活主日/圣洗礼 — 8.30am (华语崇拜）、10.45am（双语崇拜）
让我们把这段时间献上一起来守这圣周。
6. 乐龄团契 - 医学讲座
主题：『失智症与忧郁症讲座』
飞跃讲员:张朝宇先生
日期：4月15日、 5月6日 （星期六） 时间：1 - 3 pm， 善牧堂
欢迎带新朋友来参加。 有茶点招待。
7. 2017年墓园思亲
今年的墓园思亲将于4月15日在下列两个基督教墓园举行：
时间
地点
负责牧师
3pm
蔡厝港墓园
杨清华牧师/Revd Vincent Hoon
3pm
众圣纪念堂（宝发路)
郑成刚法政牧师/陈春官牧师

8. 与牧正相约：请所有12岁以下孩童的父母亲，在下主日4月16日，双语
堂崇拜后到副堂二楼课室 1 & 2 与黄遨游牧师会见。谢谢。
9. 2017年第二季信徒夜校课程（共6课）
课程《玛拉基书》
导师: 林秀娟会吏
《希伯来书》
汤郑雄牧师
开课日期：4月17日（星期一） 7.30 – 9.30pm 地点：圣安德烈座堂
报名截止日期：4月11日（星期二）。
报名费：截止日期前，每课程$10; 截止日期后，每课程$20。
10. 2017年华文部信徒领袖交流会
勉励：主教的话 – 罗豫敬主教
主题讲员：余发平牧师（博士）
主题信息： 做更大的事 － 教会使命与责任的反思 (约14:6-15)
日期：4月22日(星期六) 时间： 9.30am – 2pm
地点：善牧堂
详情请参阅海报。免费参加。请到服务台报名，截止日期：4月14日。
11. 改革500圣乐节音乐会
哈利路亚圣乐社将在4月22日举办圣乐节音乐会 - 以联合教会诗班演唱
与会众参与: 诗歌以中文,英文,德文 以及拉丁文呈献。
地点：新加坡生命堂, 2楼礼堂
时间：7.30pm
入场票: $25（善牧堂会友特价$20)，可向杨秀娟姐妹或服务台订购。

12. 乐龄聚会 - 乐龄身心灵健康讲座
讲题：『认识忧郁症、失智症、心身健康』
讲员: 张朝宇导师，飞跃社区服务社工
日期： 4月26日、5月3日（星期三）10.30am - 12 pm 地点：善牧堂
有预备午餐，两天午餐收费$4。欢迎带新朋友来参加。
13. 2017年会友大会联合崇拜，9.30am
+ 4月30日，联合崇拜后举行。
+ 今天就到服务台索取大会手册，每个家庭领取一份。
+ 新一届的执事提名，今天开始。截止日期：4月23日。提名表格可向
牧正索取。
+ 审核后的账目已经公布并贴在布告栏上供会友参阅。
+ 要提问问题的，可以书面通知并交给教会办公室，截止日期：4月23日。
14. 亲子工作坊：『励志一生，坚毅前行』
日期：5月13日（星期六）
时间：2 - 4.30 pm ，善牧堂幼稚园
报名费: 夫妇每对$55 （含茶点）， 截止日期：4月30日。
15. “2047” - 善牧堂嘉年华
今年的嘉年华会定在 9月9日（星期六）进行。 摊位登记现已开放，
可向服务台索取食物摊位、游戏摊位、或其他各类摊位的申请表格。
截止日期在五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