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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耶和华啊，求祢为我们伸冤，因我们向来行事纯正；我们倚靠 

 耶和华，必不动摇。 

应：耶和华啊，求祢察看我们，考验我们，熬炼我们的肺腑心肠。 
 

启：因为祢的慈爱常在我们眼前，我们也按祢的真理而行。 

应：我们未曾与虚妄的人同坐，也不与伪善的人来往。 
 

合：我们痛恨恶人的集会，必不与恶人同坐。  

王海斌传道  信息 

在主爱中追求完全    
— 马太福音 5:48  



 

卫理公会盛港礼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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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颂 

读经，证道 

 

回应主道 

回应诗歌  

奉献 

+三一颂 

欢迎与家讯 

代祷 

 

差遣服侍 

+差遣诗歌，祝福，阿们颂 



家讯与报告 

感恩事项  

关怀训练 

关怀事工要为着在8月13日（周四晚）进行，主题为《家有特殊孩子，

祖父母该如何应对?》的培训献上感恩！ 共有35名参与者，他们来自新

加坡各地，也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砂劳越。本次培训的讲员是来自翱翔辅

导服务中心的袁凤珠女士。 

下一个培训将于9月24日进行，主题是《如何关怀特殊需求小孩》。如

果想要了解和参与，请保留以上的日期，并请留意我们的宣传海报。  

活动   

关怀训练 

关怀事工邀请外来讲员为大家举办一堂装备训练。讲题是有关于“如何

关怀特殊需要的孩子 ”，将会安排在9月24日（周四），晚上8:00至

9:30进行。 

这训练适合目前在照顾特殊孩子的家长和导师，邀请的讲员是翱翔辅导

服务中心的主席袁凤珠女士，训练将以中文进行。 

讲座将会开放给华人年议会的17个牧区。我们鼓励大家踊跃参加，在此

呼吁本堂会友提前在线报名。请通过海报内二维码或链接报名，你也可

以通过教会电子简报中的信息报名。  



https://tinyurl.com/SKMC3


家讯与报告 

活动    

会督向卫理信徒（父亲）的呼吁 
Bishop’s Call to Methodist Fathers: Passing On a Godly Legacy 
As we celebrate the 135

th
 anniversar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in Sin-

gapore, we remember God’s goodness over many generations of fami-
lies.  
  
We know that in order to keep the faith burning for the generations 
ahead of us, the faith of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would need to 
be ignited and nurtured from our families at home.   
  
It is for the future of our Methodist church that the Bishop is calling for 
a time where Methodist fathers can gather to hear and learn about 
Godly fatherhood. Together with the One MCS Structure Review Task 
Force, a group of fathers have organized an event, “Passing on a 
Godly Legacy”, to help fan the desire and passion for Godly father-
hood and home leadership in our Methodist families.  
  
On 17 October 2020 (Saturday), 9am – 11 am, over Zoom, we will 
have: 
• Worship Team of a 3-generation family  
• Bishop’s exhortation 
• 3 fathers sharing their journey; Tan Gee Paw, Peter Tan and John 

Wu  
• Challenge and call to action: Jason Wong (Focus on the family)  
 
You may register via the link her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
d/1F8rLligksXAe_UUtjhA127wQB2PV64w5YcSjGiiLATQ/edit?
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F8rLligksXAe_UUtjhA127wQB2PV64w5YcSjGiiLATQ/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F8rLligksXAe_UUtjhA127wQB2PV64w5YcSjGiiLATQ/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F8rLligksXAe_UUtjhA127wQB2PV64w5YcSjGiiLATQ/edit?usp=sharing


家讯与报告 

活动    

百人圣餐礼拜 

感谢主，盛港堂被挑选参加试点计划，以举办多达100人实体聚会的12个

宗教组织之一。 
 

但是，由于仍然不允许唱歌，因此我们仍将继续在线上举行例常的主日崇

拜。 
 

从8月22日开始，我们将开始有最多100名参与者，并坐在圣殿两个不同的

区域，而每个区域最多50人的实体圣餐礼拜。 
 

那些已经注册的人不需要再次注册。但是，我们将会制定新的安全程序。

到时，敬请大家通力合作。 
 

我们也强烈鼓励已经受洗，但尚未注册参与圣餐的信徒使用以下链接尽快

进行注册。 
 

请点击以下链接进行注册： 

https://tinyurl.com/skmcreg4hc  
 

初信栽培课程 

本课程尤其适合于刚信主的信徒，也欢迎渴望加深

了解救恩，进一步坚固信仰的基督徒报名参加。 

日期：9月5日开课 

时间 ：星期六早上 9am-10am 

方式：通过Zoom 进行 

也可以扫描二维码报名或到以下的网址报名。 

https://forms.gle/fbUDHqeaPmSEbsKd9 

若有疑问，请向杨旭姐妹（97348115）或家添弟兄

（97968673）咨询 

https://tinyurl.com/skmcreg4hc
https://forms.gle/fbUDHqeaPmSEbsKd9


家讯与报告 

通告   

教牧关怀 

本堂于五月20日开始，每周三特保留下午二时至四时这时段给需要牧养

关怀和代祷的会友。有意预约者可直接与教牧通过手机或WhatsApp联

系。预约时段分别为:二时至二时半，二时半至三时，三时至三时半，

三时半至四时.  

 

盛港堂教牧关怀网 

鼓励弟兄姐妹加入《盛港堂教牧关怀网》，一个

WhatsApp Business的群组，以接收来自盛港堂教牧

的牧养信息。在这平台上，你可以直接联系负责关怀

网的教牧人员。群组管理员也能通知教牧有关牧养的

需要。       https://tinyurl.com/skmcpcn-c    
 

盛港堂新冠疫情COVID-19救济款 

盛港堂新冠疫情COVID-19救济款旨在为受新冠病毒COVID-19经济冲

击影响的盛港堂会友和定期出席盛港堂主日崇拜者提供经济上的援助。 

详情请参阅网站www.skmc.org.sg. 

 

 

第一和第三周 宾昇泰牧师 94743477 甄德钦传道 91900159 

第二和第四周 邱仁发牧师 96157927 王海斌传道 83188423 

https://tinyurl.com/skmcpcn-c


上周崇拜统计数 

(以上词汇的定义以英文为主） 

(直播) 出席人数              298 

8点45分崇拜                       149 

11点崇拜                           149 

青少年主日学 - 

指南针儿童崇拜    - 

欧哈纳主日学  - 

教会经常费    $25,546.00  

认捐/什一奉献                  $23,225.00  

感恩  $2,271.00  

崇拜奉献 - 

其他 $50.00  

教会款 $3,631.00  

福利款 $484.00  

教堂翻新基金 $400.00  

土地租约续期款项  $2,432.00  

COVID-19救济款  $315.00  

电子奉献者 : 122 

通告   

教牧与职员休假 / 公干 

休年假 

林思佳：8月26日至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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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爱中追求完全    

证道经文： 马太福音 5: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