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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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牧正:周鸿明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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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更深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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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2月 26 日 
 

欢迎弟兄姐妹和来宾出席今天下午的主日崇拜。 

华文部牧会同工: 黄惠仁牧师 
     王永兴传道 

1.45pm 提示会 王永兴传道 

1.55pm 会前祷告 王永兴传道 

2.00pm 敬赞、奉献 伟勤、琳琳 

2.20pm 读经：路加福音9:22-24 何翠娥姐妹 

 证道：灵命要进深只有 

            十字架的破碎一途 

黄惠仁牧师 

3.00pm 欢迎、会务报告 王永兴传道 

 差遣诗 伟勤、琳琳 

3.15pm 祝福祷告 黄惠仁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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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临周五祷告会 
   

  敬赞/祷告：侯淑莉姐妹 

  3月5日 

  晚上8点 

  教会 MPH 
 

  【鼓励小组组长、核心同工及 

      弟兄姐妹出席】 

植物园郊游与野餐 

我们为了增进彼此的认识，教会将在3月11日主办植物园郊游与野餐的活动。我们鼓

励弟兄姐妹积极的参与来建立更深的关系。当天我们将安排交通巴士往返教会和植

物园。凡出席的弟兄姐妹必须自备食物和饮料，当然可以多带一点食物来和其他的

弟兄姐妹分享。报名者请透过你的小组一起报名或是在主日的柜台报名。 

详情如下： 

 

 

地点：新加坡植物园 

日前：3月11日（星期六） 

时间:早上8点 (7点半在教会集合) 

报名费:每人$2 (12岁以下孩童免费) 

报名截止日期：3月5日 

 

1. 常年大会将于2023年4月23日上午11点30分举行。更多详情将在未来几周 

 内公布。 

2. 选举名册Electoral Roll (ER)正在更新和修订，并在短期内公布。要成为 

 选举会员ER，您必须是已经受洗、经过坚振礼、年龄满17岁并积极活跃 

 参与教会。若您对常年大会有任何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给 Clare姐妹。 

3. 鼓励选举会员ER选择下载电子版的常年大会报告。如果您需要纸质版，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admin@ascension.org.sg 并附上您的全姓名以提出 

 要求。 

常年大会（AGM） 

mailto:admin@ascension.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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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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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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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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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23 5/3/23 
圣餐 (紫) 

主礼 王传道 曾子龙 

敬赞 王伟勤 

李琳琳 

赖雅梅 

Lucy 

读经 何翠娥 吴旭丽 

PPT 蔡栋炜 邵美玲 

投影 蔡栋炜 邵美玲 

音响 林曦恩 王伟勤 

核算 罗丽容 

邵美玲 

陈耀军 

邵美玲 

招待 陈容卿 

赖雅梅 

陈凤娟 

何英香 

即 将 来 临 的 活 动 

 

3/3 周五 华文部祷告会 

8pm 地点：教会MPH 

 

5/3 礼拜 主题：你算了吗？ 

2pm 经文：诗篇90:12 

 证道：容浩然牧师 

 

11/3 周六 郊游野餐 

 地点：新加坡植物园 

 时间：7.30am 在教会集合 

 （当天安排巴士往返 

     教会和植物园） 



 
当我们进入大斋期时，让我们想一想这个季节的主要目的，以及为什么我们应该 

如此刻意地遵守。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诗篇51:17 



 大斋期禁食祷告 

大斋期是我们属灵操练的时期。我们可以透过读经，禁食和祷告来反省我们的生

命。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操练；透过禁食，祷告并每日读经来经历上帝的恩典

和信实。但是禁食和祷告是要有对的方式和操练才会有果效的。不然单单禁口不吃

一两餐不算是禁食而是节食减肥而已。 

 

请点击荣升堂中文网页【牧者随笔】了解“禁食祷告”的定义和目的是什么？透过

讲解和建议，鼓励弟兄姐妹一起在大斋期禁食祷告成为主合用的器皿。 

 

我们要了解，只有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才会蒙恩。因为圣经在马太福音第5章3-6

节的登山宝训中就教导我们要虚心与谦卑才会蒙福。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https://ascension.org.sg/%E5%A4%A7%E6%96%8B%E6%9C%9F%E7%A6%81%E9%A3%9F%E7%A5%B7%E5%91%8A


 

 

主题：信仰更深的成长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 

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歌罗西书2:6-7节) 

 

 

要在信仰中成长,我们就要认识我们的神并与祂建立关系。当然与神建立关系的其中

一个重要管道就是祷告并是不住的祷告。因此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要天天祷告，在小

组聚会时也操练祷告。 

 

让我们专注于上帝并借着祷告来拥戴上帝的同在，时时行在主的旨意中。神能照着

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

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以弗所书3:20-21) 

 

 

 

 

                   ……继续第二页 

2023年2月份 - 华文部祷告事项 

华文部祷告事项 
为了实践今年教会的主题：信仰更深的成长。从今年2月份开始，我们一起来

学习如何借着祷告，使自己的祷告生命有突破并经历上帝的恩典与信实。 

每个月我们将会把“华文部祷告事项”加入在周报中；鼓励弟兄姐妹要天天使

用这些祷告事项来祷告，透过在家自己祷告、小组聚会时一起祷告、甚至可以

打电话给你的祷告同伴一起祷告。如此，我们的信心和信仰才会真实的成长。 
 

每个月我们的祷告范围将会环绕着这3个层面： 

1. 为个人祷告 

2. 为教会祷告 

3. 为圣公会新加坡教区祷告 
 

可到柜台索取祷告事项，同时也刊登在电子版的周报里。 

https://ascension.org.sg/chinese-bulletin/


  

1. 为个人祷告 

* 不论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有多大，这时将自己献上求主加添力量来胜过生命的挑战: 

主啊！你的话语是信实的，你说当我经过死阴的幽谷的时候，你的杖与杆都会安慰

我。这时我将自己献上；也把我的问题交托给你。求圣灵不但安慰我赐给我平安，

我也祈求圣灵这时加添力量给我并赐给我智慧来面对我的困难。我宣告上帝的大能

护蔽我，斥责一切的攻击都远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阅读诗篇23篇，默想其中的经文。 

 

* 让自己专注在神的身上，不要让世俗的问题与追求分散了我们与神的关系: 

亲爱的上帝，你是配得一切的颂赞与敬拜。我要高举你的名胜过一切的名，你的权

柄无穷尽。求主帮助我放下个人的私欲，专心的跟随主。让我每日都存感恩的心来

赞美主，我每天日用的饮食求主都赐给我，好叫我能专心的跟随主。我宣告主的恩

惠时刻都跟随我。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阅读马太福音6:33-34节，从中支取力量。 

 

2. 为教会祷告 

*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要各尽其职来建立主的教会： 

我主基督，求圣灵将各样的恩赐分赐给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带着圣灵的

能力来服事，积极的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求主使用我们每个人为你合用的器

皿，帮助我能够忠心的委身于教会的事工。奉主的名祝福荣升堂是一间合一的教

会，并且会成为一间荣神益人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阅读以弗所书4:11-12节，这是主的应许。 

 

3. 为圣公会新加坡教区祷告 

* 牧师、女会吏和牧养同工都在相当大的压力下服侍，因为我们持续面对新的挑战

和不断变化的服侍环境。  

主耶稣，你是世界的光，唯有你为世界带来希望和力量。这时我们将新加坡教区的

所有牧师与同工都交托在您的圣手当中，求主保守他们有能力的继续在教会服侍。

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懂得寻求你的面。让圣灵在他们的前面带领他们，让

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从神而来的旨意。愿主的同在就在他们的当中，靠主常常

喜乐忠心的服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阅读约翰福音8:12节，这是主的应许在牧者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