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堂牧正:周鸿明牧师  华文部牧师：黄惠仁牧师 

荣升堂异象宣言：人人皆是门徒,并且成为门徒培训者. 

荣升堂使命宣言：透过门徒培训装备我们的事奉 

      透过领袖训练加强我们的思想 

      透过社区事工使我们伸出援手 

圣公会荣升堂 

2022年主题 

同心合意建造荣升堂的属灵城墙 
Build the Spiritual Walls of   
Church of  The Ascension in one accord 

13 Francis Thomas Drive S(359339) | www.ascension.org.sg | (T) 62833988 

2022年 10 月 9 日 
 

欢迎陈鸾卿牧师莅临本堂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欢迎

弟兄姐妹和来宾出席今天下午的主日崇拜。 

The Diocese of Singapore (Anglican) https://chinese.anglican.org.sg 教区主教:章剑文主教 

1.45pm 提示会 罗丽容姐妹 

1.55pm 会前祷告 罗丽容姐妹 

2.00pm 敬赞、奉献 雅梅、美赞 

2.20pm 读经：彼前 2:9; 4:8-11 吴旭丽姐妹 

 证道：教会，黑暗世界的灯塔！ 陈鸾卿牧师 

3.00pm 回应、呼召 罗丽容姐妹 

3.05pm 欢迎、会务报告 罗丽容姐妹 

3.10pm 差遣诗 雅梅、美赞 

3.15pm 祝福祷告 黄惠仁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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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

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洗礼是主所设立的圣礼。我们都

应当洗礼归入主的名下成为祂的儿女。我们鼓励还未洗

礼的信徒现在就报名洗礼。我们将在12月25日为信徒洗

礼，包括为婴孩洗礼。若有父母愿意让你们的孩子洗礼，也请您向曾洁霏干事

报名。 

洗礼（包括婴孩） - 12月25日 

     

儿童节快乐！ 

孩子是神所赐给父母的产业。在此 

教会祝我们的主日学儿童节快乐！ 

对刚完成小六会考的学生表示感

恩。 

我们也为着荣升堂的AK幼儿园、 

小小种子学前教育LSP及圣安德烈 

小学SAJS献上祝福！ 

今年我们将鼓励各小组在圣诞节期间透过小

组聚会举办“在家过圣诞”的布道聚会。小

组可以决定在12月期间在小组聚会（或其他

时间）举办圣诞派对/聚餐。 

借此邀请还没信主的亲友和同事一起来庆祝

圣诞节；同时也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 
 

教会将在11月中给予小组一些培训和材料来

帮助小组更好和有效的举办圣诞聚会。更多

的详情将会在各小组公布。 

12月份圣诞节布道【在家过圣诞】 



 

欢迎来到圣公会荣升堂 

  

  T08CC4066A 

我们热烈欢迎您在我们的主日崇拜 
与我们一起敬拜。 
 

教会办公室于周二至周六 
（上午9点至下午5点30分） 
每天开放，公众假期除外。 
办公室电话：62833988 
紧急联系人：81002203 
电邮：admin@ascension.org.sg  

网址：www.ascension.org.sg  

代祷/安慰 

救恩祷告： 
 

黄浩阳的母亲-罗健兰女士、洪宝珠的母亲-刘彩霞女士、 
曾子龙的父亲-曾灼豪先生、Andrew Cheang的母亲-桂珍女士、 
林碧贞的家人-丈夫与儿女。 
 

医治及康复： 

何翠娥、陈楚霞、王福兰、郭菊花、余银凤、廖亚梅、刘彩霞 
 

其他代祷事项： 

* 林思民Wayne弟兄顺利做了脚踝(ankle)手术，目前在家休息。 

  谢谢大家的祷告，祝他早日康复。 

电子奉献 

荣升堂主办 夫妻营：婚姻的艺术 

日期: 10月28-29日（全天） 

费用：$479 （每对夫妻）包括住宿 

地点：CHANGI COVE 

报名：网上报名：https://tinyurl.com/AOMCOA 

媒介：英语 

我们鼓励夫妻能够出席这营会来增进彼此的关系和 

一同建立属神的家庭。 

https://www.facebook.com/churchoftheascension.sg/
https://www.instagram.com/coa.s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yhDDe3mZMvpFsEDIrgvyeA
https://tinyurl.com/AOMCOA


 

 

主任牧师：黄惠仁牧师 Revd Huang Hui Jen

电邮: huijen@ascension.org.sg   

电话：6283 3988 x 208 | HP 9028 6234 
 

传道：王永兴传道 Pastor Alex Wong

电邮: alex.wong@ascension.org.sg   

电话：6283 3988 x 204 | HP 9756 5179

 

干事：曾洁霏姐妹 Sister Caroline Chan 

电邮：admin_chinese@ascension.org.sg  

电话：6283 3988 x 214 | HP 9833 3197 

 

Sunday Programs 主日聚会 

Chinese Service中文部 

2pm第一/第三个主日圣餐 

崇拜地点：2楼圣殿 

中文部儿童主日学 

2pm 一楼主日学课室 

English Service 英文堂 

8am & 10.30am  Sanctuary Level 2 

Little Gems (6岁以下) 

10.30am 一楼主日学课室 

Kids for Christ 

(7~12岁) 

10.30am 三楼 A H 

华文部教牧同工联络 

小组聚会 时间 地点 

恩慈小组 每月第三个星期一    10.00am Via Zoom 

平安小组 每月第三个星期日    3.45pm 教会 (MPH) 

仁爱小组 每月第 2、4 星期五  8:00pm Macpherson 

麦粒小组 每月第 2、4 星期五  8:00pm Via Zoom 

崇拜事工 9/10/22 16/10/22 

圣餐 

主礼 罗丽容 曾子龙 

敬赞 赖雅梅 

何美赞 

何美赞 

黄浩阳 

读经 吴旭丽 廖带琴 

投影 邵美玲 蔡栋炜 

PPT 邵美玲 蔡栋炜 

音响 杨俊毅 杨俊毅 

核算 罗丽容 

陈耀军 

区伟珊 

陈耀军 

招待 黄素莱 

梁美美 

何英香 

陈容卿 

来临的活动 

16/10  方言祷告增强你的免疫力 

2pm  (林前14:12-22) 

  黄惠仁牧师证道 

 

22/10  坚振礼Retreat 

10am  (报名坚振成员, 务必出席) 

 

23/10  感恩70年与传承 

4pm  王永兴传道证道 

5pm  70周年感恩/晚宴 

 

24/10  敬拜服侍团队工作坊 

 

30/10  坚振礼 (联合崇拜) 

10.30am  周贤正主教 



 

若要得到更多教会资讯, 请在我们的中文网站 

 http://www.ascension.org.sg/chinese/ 下载教会周报 

或下载手机“Telegram”应用程序加入 

“圣公会荣升堂COA”群组 

或扫描QR码就可以定时收到教会的周报和重要资讯了。 

Telegram 应用程序加入荣升堂群组 

 《星马教声》 
 THE ANGLICAN NEWS 
 第499期电子版 
 https://online.pubhtml5.com/abxrh/ldpa/ 

10月23日华语崇拜聚会更改预报 

敬请注：10月23日主日华语崇拜将更改时间为 

下午4点正于MPH大厅。这是为了配合当天的 

70周年晚宴的感恩崇拜。因此，鼓励弟兄姐妹 

于下午4点就集聚于MPH大厅一起参与45分钟的 

华语崇拜；然后就直接在大厅继续出席5点的 

70周年联合崇拜与晚宴。谢谢大家的谅解与合作！ 

日期：10月23日 

时间：下午4.00pm 

地点：MPH大厅 

坚振礼主日崇拜-10月30日（早上10.30am联合崇拜） 

我们一共有30位（中英文部）报名参加今年的坚振礼。 
 

坚振礼彩排（报名坚振成员，务必出席） 

日期：10月22日（星期六） 

时间：早上10am - 12.00pm 

地点：二楼圣殿 

备注：10月30 日当天没有下午两点的

崇拜聚会。因此鼓励弟兄姐妹都出

席早上10.30am的崇拜，并且一同来见

证参加这次坚振礼的弟兄姐妹。 

SAVCPs 服务社群 -“欢乐星期六” 

每个月第二周六 

时间：早上10.30am - 12.00pm 

地点：波东巴西民众俱乐部 #02-04 
 

“欢乐星期六”每月一次需要牧养探访居民的

义工，请与罗丽容姐妹联络。 

http://www.ascension.org.sg/chinese/
https://online.pubhtml5.com/abxrh/ld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