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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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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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2 月 4 日 
 

欢迎弟兄姐妹和来宾出席今天下午的主日崇拜。 

1.45pm 提示会 曾子龙弟兄 

1.55pm 会前祷告 曾子龙弟兄 

2.00pm 崇拜宣召（赦罪礼文） 曾子龙弟兄 

2.05pm 敬赞 雅梅、美赞 

2.20pm 读经：太 Matthew 11:2-11 吴旭丽姐妹 

 证道：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Are You the One Who is to Come? 

Revd Hambali 

2.55pm 回应、呼召 曾子龙弟兄 

3.00pm 奉献、领受圣餐（圣餐礼文） Revd Hambali 

3.15pm 欢迎、会务报告 曾子龙弟兄 

3.20pm 差遣诗 雅梅、美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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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结束后请大家移步到楼下的MPH有段美好 

《会后茶叙时间》。借着这段时间，大家彼此 

交流一番并与12月份生日的弟兄姐妹庆生。 
 

12月份生日的弟兄姐妹是： 

林思民、曾之慧、廖亚梅、赖雅梅、黄金杏、 

何美赞、黄淑云、冯丽萍、陈耀军 

圣诞节为孩子祝福 - 12月25日 

  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路加福音18:16) 
 

上帝爱世上的每一个小孩，因此我们要爱护他们并祝福他们。 

今年的圣诞节，我们将会特地为12岁以下的小孩按手祝福祷告。 

祝福他们灵魂体都兴盛，智慧与身量都一起成长，蒙上帝与人 

的喜爱。 
 

凡事愿意让家中的小孩蒙福的弟兄姐妹，可以在圣诞节的崇拜那天把小孩带来教会 

参加崇拜并让牧师为他们按手祷告。 
 

请在2月18日之前与洁霏干事报名，以免人数过多，先到先得！ 

圣诞节报佳音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 

  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2:12-14) 

 

我们会在12月23日举行”报佳音行动”。  

 

凡事愿意参与出去报佳音的弟兄姐妹, 或是你要开放家庭要我们到你家去报佳音 

的弟兄姐妹。请在12月18日之前向教会办公室或王传道报名。 

 

  报佳音日期：12月23日（星期五） 

     时间：晚上7点到10点之间 
 

欢迎弟兄姐妹踊跃参与这蛮有意义的活动。 

让我们把圣诞节的意义并基督的爱 

带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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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电子奉献 

烛光中的颂赞 Carols By Candlelight（CBC）12月17日 

今年的圣诞节欢庆会“烛光中的颂赞”将有以下精彩的节目 
 

  6.00pm 圣诞市集 
  6.30pm 晚餐 
  7.30pm 互动游戏 
  8.30pm 牧正的信息与报佳音 
  9.00pm 结束 
 

请注意以下事项： 

1.互动游戏只限制200名报名者。想参与者请上网报名。 

2.互动游戏的规则：参与者将四处走动与不同的扮 

  演角色交谈并尝试从他们的口中寻找“婴孩”。 

3.晚餐餐票每张$10，会后可到柜台购买， 

  售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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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Chine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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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Telegram: 

Android: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 

id=org.telegram.messenger&hl=en_SG&gl=US 

Apple/IOS: https://apps.apple.com/us/app/telegram-messenger/id686449807 

Telegram 应用程序加入荣升堂群组 

https://www.facebook.com/churchoftheascension.sg/
https://www.instagram.com/coa.sg/
https://ascension.org.sg/chines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yhDDe3mZMvpFsEDIrgvyeA
https://t.me/COAchinese
http://www.ascension.org.sg/chinese/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
https://apps.apple.com/us/app/telegram-messenger/id686449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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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二个星期日    3.45pm 
教会 (MPH) 

(2023年二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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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mpoa 

主日 

崇拜 

4/12/22 
圣餐 

11/12/22 

主礼 曾子龙 罗丽容 

敬赞 赖雅梅 

何美赞 

何美赞 

黄浩阳 

读经 吴旭丽 吴旭丽 

PPT 邵美玲 蔡栋炜 

投影 邵美玲 蔡栋炜 

音响 Sebastian Sebastian 

核算 陈耀军 

邵美玲 

区伟珊 

陈耀军 

招待 洪宝珠 

李美玲 

黄素莱 

梁美美 

即 将 来 临 的 活 动 

12月份 在各小组举办圣诞节派对/聚会 

 （请和您的组长接洽） 
 

11/12 日 主题：父母要如何为孩子祷告？ 
2pm 经文：可10:14-16 
 证道：王永兴传道 
 

17/12 六 Carol By Candlelight (CBC) 

6pm (地点：教会) 
 

17/12 六 SAVCPs 圣诞庆祝会 

5pm (地点：波东巴西联络所) 
 

18/12 日 主题：将你最好的献于主 

2pm 经文：太26:6-13 

 证道：黄惠仁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