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2月2日 

启：愿主与你们同在。  

应：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启：你们的心当仰望主。  

应：我们的心当仰望主。  

启：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 

应：感谢我主上主是应当的。 

   宾升泰牧师  

有上帝形象的意义    
— 创世纪1:26-27  

信息 



卫理公会盛港礼拜堂 
圣餐主日崇拜流程   

+ 会众请站立（身体不适者除外） 
 
 

敬虔主前 

+宣召，诗歌敬拜 

牧祷 

 

听主圣言 

主请说，启应经文 

+荣耀颂 

读经，证道 

 

回应主道 

使徒信经 

奉献 

+三一颂 

欢迎与家讯，圣餐  

 

差遣服侍 

+祝福，阿们颂 



家讯与报告 

活动事项 

圣餐礼  

今天是圣餐礼拜，请弟兄姐妹预备心领受圣餐。  

 

青松事工 

青松查经班 

每主日“长者查经课程” 

第10册【王国的历史】 

时间：上午9点30分至10点45分 

地点：二楼多用途室2-4/5 

欢迎新学员报名加入《青松查经班》一起“乐读经”。 

 

青松周三聚会 

青松团契一月份的节目 

时间：上午10点开始“回春操”   

地点：三楼多用途礼堂3-2 

 

5/2：小组分享讨论 

12/2：证道—许顺明牧师 

题目：事奉人生的四个站  

经文：约12:24-26 

 

2020年初信栽培课程 

<基督徒的生活> 今主日开始上课。欢迎洗礼后或想重温圣经基本知识

的弟兄姐妹报名参加 。课程从二月二日开始，至三月十五日结束，上

课时间：每主日下午一点半至三点于多用途室2-5。 



通告 

预防武汉肺炎通告： 

本堂配合我国政府的传染病防范措施，敦请在新春期间从中国到新的

弟兄姐妹，在回国后14天内，暂时不到教会聚会。 

这期间，请弟兄姐妹多注意健康与卫生，若身体不舒服，应该配戴口

罩，尽早求医。 

本堂圣殿和崇拜厅入口处已放置了消毒洗手液，大家可以使用。 

 

欢迎 

我们热烈欢迎刘丽凤姐妹和王思怡姐妹加入盛港堂分别成为本地事工

干事（儿童事工）以及计划和资讯执行干事。  
 

感恩红包 

为回应上帝于过去一年的供应和信实，本堂鼓励兄弟姐妹们向上帝献

上感恩红包。你可以将“感恩红包”与例常奉献一起放入奉献袋内。  

 

2020年盛港堂认捐表格 

还未呈上认捐表者可于今主日可将填好表格置入奉献袋。 

  

新春祝福晚会(2月15，16日）  

通过盛港堂购票的注册程序已结束。届时会通知有关索票程序。至于

未定订购却有意自行购票者，大家可通过在传单中的二维码和

WhatsApp号码直接与举办单位联系。 

 

 



家讯与报告 

通告 

索取架子，抹布和碗 

环保队需要一个晾衣架、抹布和碗（三聚氰胺）。这与在青少年事工

中使用可重复使用的餐具，以减少浪费和关心上帝的创造是一致的。

如果弟兄姐妹愿意捐赠上述任何物品，请联系许欣怡（ 9 7 9 1 

2833）。 

 

电子简报服务台 

使用电子简报遇到麻烦了吗？ 

 

别担心！随着我们开始更好地管理我们的资源，我们希望确保没有任

何人掉队。环保团队将驻扎在2楼圣殿之外，以协助进行任何查询，

并向你展示快速的代码！  

 

日期/时间：2020年1月至3月的每个第一个星期日，崇拜前后的30分

钟。  



通告 

启发@盛港 －3月8日(星期天)开始 

让我们为启发聚会P.E.G 

- Pray 为被邀请者祷告。 

- Engage 请把握这个机会，邀请你们的亲朋好友。 

- Gather 在3月一日前报名(截止日期) 

 

SKMC 祷告卡 

请填写您正在祷告/邀请的人的名字，然后将其放在祷告箱中，以便

大家可以通过祷告墙代祷。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启发同工训练 

我们会有一个启发同工的培训课程，将在2月16日（星期日）举行。

如果你愿意加入启发团队成为陪伴者、助手或组长。请务必出席。 

地点：多用途室2-4/5  | 时间：1:30-3pm |日期：2月16日（星期日） 

 

如有查询，请联系 

Wiwie：8161 2931  

Kar Thiam（家添）：9796 8673 

 

愿意加入启发事奉:            报名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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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词汇的定义以英文为主） 

上周崇拜统计数

出席人数              462    

8点45分崇拜                       262 

11点崇拜                           200 

青少年主日学 - 

指南针儿童崇拜    - 

欧哈纳主日学  - 

教会经常费     

认捐/什一奉献                   

感恩   

崇拜奉献  

其他  

教会款  

福利款  

教堂翻新基金  

土地租约续期款项   

华人年议会教牧同工会 

日期：2月3日（星期一） 

时间：早上9点至下午2点 

地点：芽笼堂  
 

教牧与职员休假/公干 

工假 

甄德钦传道：2月3日至7日  

 

出国 

邱仁发牧师：2月3日至7日  

 

 

通告 

两个崇拜的奉献都没有在当天数算。 



31 Anchorvale Rd, Singapore 545056 | Tel: 6385 9455 | www.skmc.org.sg 

年度主题：健壮的教会，健康的家庭，健全的我  

证道题目：有上帝形象的意义   

证道经文：创世纪1: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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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q ;fg ;G +H nkjb];l ; jpUr ;rig

www.methodis t .org.sg/mcs135

135Mk; epiwT Mz;L 
tpohtpy; ehk; xd;W NrHe;J 
ek;Kila Muk;gj;ijAk;> 

ghuk;ghpaj;jpd; tsikiaAk; 
2020Mk; Mz;by; nfhz;lhLNthk;!



kj;NjA 22:37-39apd; gb rpq;fg;G+H nkjb];l; jpUr;rigapd;  135Mk; epiwT 
Mz;bid  nkjb];l; mq;fj;jpdu;fshfpa  ehk; ahH  vd;gjid czh;e;J 
nfhz;lhLNthk; - 'flTis Nerpj;jy;> ,ize;J Nritnra;jy;."

16 gpg;uthP
MCS 135 ntspaPL
NguhaH mwptH Nrhq; rpd; r+q;> flTis 
Nerpj;jy;> ,ize;J Nrit nra;jy; 
vd;why; vd;d vd;W nt];yp nkjb];l; 
jpUr;rigapy; gfpHe;J nfhs;thH. 
mthpd; nra;jpia tPbNah gjpthf vy;yh 
nkjb];l; jpUr;rigfspYk; md;iwa 
Muhjidfspy; fhl;lg;gLk;.

5 khHr; –  2 Vg;uy; 
nye;J fhy n[gKk; 
thHj;ijAk;
xt;nthU tpahof;fpoikfspYk; ,uT 
8 Kjy; 9:15 tiu ek; ,Ujaj;ij 
epidTgLj;jp> rpe;jpj;J> kW 
xOq;FgLj;JNthk; vd;w jiyg;gpy; 
kiwjpU mwptH fhHld; thq; ekJ 
gioa jpUr;rigfspy; Mz;ltUila 
thHj;ijiaf; nfhz;LtUthH.

5 khHr; :  jkpo; nkjb];l; jpUr;rig  
  (rhHl; ];hPl;)

12 khHr;;  :  jkpo; nkjb];l; jpUr;rig  
  (rhHl; ];hPl;)

19 khHr; :  /g+rht;  nkjb];l; jpUr;rig

26 khHr; :  Nfyhq; rPd nkjb];l;  
  jpUr;rig

4 Vg;uy; :  fk;Nghq; fNghH nkjb];l;

  jpUr;rig

10 Vg;uy; – 29 Nk
cz;L gfpHe;J 
,ize;J
rKjhaj;jpy; gpd; jq;fpatHNshL czT 
cl;nfhz;L> my;yJ mg;gbg;gl;l xU 
ez;gUlNdh FLk;gj;JlNdh cztpy; 
,iztJ.
,J nkjb];l; r%fey Nritapdhpd; 
Kaw;rp. rikj;J cz;L gfh;e;Jnfhs;tJ 
ehk; NjitahNdhUf;Fr; Nrit nra;a 
fpilj;j xU tha;g;ghFk;. NkYk; 
tptuq;fSf;F www.mws.sg ghHf;fTk;.

24 Nk  

My;lH];Nfl; 
nfhz;lhl;l Muhjid
,J rpq;fg;G+H nkjb];l; jpUr;rigapy; nt];ypa 
ghuk;ghpaj;ijf; nfhz;lhLk; xU tUlhe;jpu 
Kf;fpa epfo;thf cs;sJ. ,J gha NyghH 
nkjb];l; jpUr;rigapy; khiy 4 Kjy 6 
kzptiu eilngWk;. ekJ NguhaH mwptH 
Nrhq; rpd; r+q; Njt nra;jpiaf; nfhz;L 

tUthH. ,uT czT nfhLf;fg;gLk;.

30 Nk
MCS 135 FLk;g 
Nfspf;iftpoh
Nfyhq; nkjb];l; njhlf;f kw;Wk; 
cau;;epiyg; gs;spapy; eilngWk; FLk;g 
Nfspf;iftpohtpy;; re;Njh\j;NjhL 
gq;F nfhs;Sq;fs;. ,J rKjhaj;jpy; 
xLf;fg;gl;ltHfSf;fhf $1.35m epjp 
jpul;Lk; Kaw;rpapd; KbT epfo;r;rp MFk;.

11 [{iy
MCS 135 ghuk;ghpa 
fz;fhl;rpapd; Jtf;fk;
nt];yp nkjb];l; jpUr;rigapy; 
eilngWk; ,f;fz;fhl;rp rpq;fg;G+H 
nkjb];l; jpUr;rigapd; 135 Mz;L 
tuyhw;iw epidTg;gLj;Jk;;. 
epfo;r;rpf;F;g; gpd;dh; ek; midj;J 
nkjb];l; jpUr;rigfspYk; fz;fhl;rpapy; 
,lk;ngw;w glq;fs; fhl;rpf;F itf;fg;gLk;.

5 nrg;lk;gH
thypgH Jjp jpUtpoh
Mq;Nyh-rPd gs;sp (ghHf;fH NuhL;)> yP 
Nfhq; rpad; muq;fj;jpy; eilngWk; 
,e;epfo;r;rp Jjp Muhjid %yk; 
CAC, ETAC kw;Wk; TRAC khehLfspd; 
thypgHfis ,izf;Fk;;. mq;fpUq;fs; 
my;yJ tha;g;ig ,og;gPh;f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