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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敬爱上帝，联合世代，转化社群
我们的家庭教会

共同成长，服事社群

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
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

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以弗所书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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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亚洲文化中，家的概念就是血浓于水，唇齿相
依。是血缘的相聚，更是因爱而产生的联系与关系。

新加坡教会的家庭教会概念，是出于教会文化上的传承。
青中老少，相聚一堂。唯有藉着基督的血才能救赎我们并
使我们合一，圣灵使我们重生并归入神的家，是神的爱 
把我们系在一起，这就产生了关系。唯有当我们效法上 
帝（弗5:1）并遵守祂的命令（约13:34）时，这才能成
就。

我们知道今年教会的主题：强化我们的家庭教会。

三个分题为：敬爱上帝，联合世代，转化社群

我们需要实现神赐予教会的异象，是通过对自身家庭的认
识，再透过神的话把地上家的观念转化为永生神的家，其
中充满神的爱，之间彼此有联系，对外影响社群。

上帝说：（约壹4:16祂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
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
住在他里面。）

上帝吩咐：（约14:21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
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
显现。约13:34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
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活出主爱：（约13:35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
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结果增长：（西1:6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
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
音，真知道上帝恩惠的日子一样。）

认识上帝的话，转化上帝的话，活出上帝的话，影响……
影响……世界。

胡耀兴
长老

前言

我在

里面,

也在

你

你
我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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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要看到神的荣耀降临，神的复兴临
到，我们大家能否不论我们属于那
一堂会都能为同一目标奋斗，大家
各尽所能，发挥神赐给我们个人的
恩赐，同心合力建立基督的身体，
荣耀主耶稣。

新加坡教会是一个地方教会，我们
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上帝面前都
是同等的。大家是君尊的祭司，都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要离开世间时，他说的
是真心话，是善良的。真心话也必然是他最挂
心和觉得重要的。

2013 当我们的已故长老翁乔治要离世时， 他
一再地叮咛新加坡教会（丰收）的会友要合一
团结，他也要求接下来的主日讲员分享“主内
合一”，显然的那是他是最挂心，他知道当教
会面临挑战时，会友的团结与否将决定教会的
前途。会友也在他临别时刻唱 “让爱走动”，
爱与合一是分不开的。

约翰福音17章记载了耶稣在被捕前的最后一个
祷告， 最后的当然就很重要。在20到25节是
他特别为信徒做的祷告，也特别提到合一与
爱。 下面三点是我们要讲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耶稣在这短短的五节经文就
四次提到“合而为一”，无
容置疑这个合一是在基督里

的。当一个射箭手瞄准目标时，四周
围的景象就是模糊和不在意的。同样
的是当我们在主里合一，我们只聚焦
和仰望耶稣时，我们就不会在乎别人
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们或对我们有什
么的评价等等而只在乎如何与弟兄姐
妹在主里合一荣耀主名。新加坡教会
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十多堂的聚
会，不同语言，年龄层， 同工之间有
误会，彼此有不满，不了解，甚至感
觉心被伤害都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
但因着我们是着眼基督，我们就能彼
此包容，接纳和代祷，继续为主打那
美好的战。

1. 
合合主里 一

* 照片拍摄于2019年，在疫情流感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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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有各自重要的功能。在教会面对严峻的挑战
时，唯有大家同心寻求主，存谦虚，温柔和忍
耐的心  彼此配搭，积极抢救失丧灵魂，我们
才能扭转局势。

教会的主题是 “联合世代，转化社区”。 转化
社区的最终目的是领人归主。当我们要积极带
领人信主时，撒旦也在积极的工作，他会用尽
各种方法来拦阻人信主。他也会以世界甚至是
教会内部的问题来转移信徒的注意力，从而信

心冷谈，甚至离开教会。我们大家需认清我们
只有一位共同的敌人，那就是魔鬼撒旦，而就
如打一场战争一样，没有一个国家能打赢战如
果他的百姓是一盘散沙的。所以我们面对强敌
时，就当放下各样的成见，在爱里合一，靠着
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击败魔鬼的诡计，
领人归主，建立强大以主为首的教会。

王文忠
长老    

23和24节提到我们不只是要知道上帝爱我们如同
祂爱耶稣一样，我们更要让上帝如此伟大的爱在教
会里的弟兄姐妹当中彰显。 

这里的重点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唯有当我们知道并感受到神
有多爱我们时，我们才能彼此相爱。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
不只是提及他如何爱主，他也强调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正
是这样的想法使我们明白约翰与主是何地等亲密。我们岂不
也当对自己说我是上帝所爱的，我建议你每天早晨开始新的
一天时，站在镜子面前对自己说我（姓名）是上帝所爱的。
当我们能这样明了时，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让爱在我们当中
动起来。有了这使我们合一的爱时，我们就能看到超越我们
的教会和我们这一代的需要，从而开拓视野来冲击和影响 
社区。

教会其中一个最大的危机是我们只是在口头上谈在主里相
爱，但其他的弟兄姐妹却无法在我们的言语和行动上感受到
有上帝的爱在推动我们。唯有在爱的推动下，我们就能特意
地联合世代做主工。我期盼看到青年人能特意地去方言聚会
服事，甚至能延续方言聚会的工作。年长一辈的也能特意地
去接触和鼓励的我们的青少年。

在20节提到叫世人知
道你差了我来。

当我们能合一，就会有爱在我
们当中动起来。别人就看的出
是上帝差了我们来，而教会就
能吸引人来经历耶稣的能力和
救赎。

根据2020年的调查，新加坡
基督徒在人口中所占的巴仙率
从2010到2020十年来的增长
是微不足道的，另外一个令人
担忧的是信主的青年人巴仙率
有明显的下降。这也岂不是我
们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吗？老
化，青年人数偏低，聚会人数
在过去十年没有明显的上升。

2. 3. 

7



过去两年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艰难。仿佛处于
冠病疫情中还不够，我们进一步受到自然灾害
和战争新闻的轰炸和影响。就个人而言（我相
信你们中的许多人会同意我的观点），感觉就
像我们在一艘永无止境的风暴中的船上，被世
界的波浪来回颠簸。这导致我们许多人的身心
和灵命变得疲惫不堪。

但让我们得到鼓舞！因为尽管有这些情况，天
父还是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祝福。我们扎
根于上帝的爱，并与基督联合。无论我们经历
过或在未来的日子里将要经历什么，我们都可
以选择赞美上帝。

让我们不要像“幸存者”而要像“茁壮者”那样
活着！因为上帝的话语教导我们要在基督里的
成长中茁壮。我们领受了每一种属灵的祝福，
蒙上帝拣选并被接纳入衪的家庭。借着基督 
的血，我们被救赎了；受圣灵为印记，并获赐
产业。

兄弟姐妹们，让我们茁壮成长吧！阿门！

黄国华 
英语聚会副负责人 

亮点

敬爱

上帝 
扎根于基督

振作起来！

因为每一个困难和艰难的时刻都有一
个上帝赋予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我们，让我
们在灵命成长中走得更远。只有通过试炼和
磨难，我们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上帝的道路，
以及祂无尽的爱、信实和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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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基督的仆人，我们蒙召在这个世界做盐发
光，为祂的善工而被分别为圣。我直到 2011 
年的一个关键事件，才完全理解了这个呼召的
意义和重要性……

傍晚时分，我在组屋附近走动时，遇到了一个 
30多岁的男人，他独自静静地坐在昏暗的角
落里。 我走近他并开始交谈。

这次交谈原来正是他所需要的。他开始与我分
享他的挣扎，因为他的职业前景在被诊断出患
有某些医疗问题后显得黯淡。他还有忧郁症和
自杀倾向。事实上，就在这一天晚上，他已经
将银行账户里的所有钱都转给了妻子，他打算
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借此机会与他分享福音，并告诉他只有藉着
基督我们才能有盼望和将来。在我们分道扬
镳之前，他承诺会重新考虑结束自己生命的决
定。赞美主！

上帝在祂完美的时刻以我们看不见的方式运
行。我很感恩有机会接触社区，将上帝的盼望
与平安的信息带给需要它的人。基督命令我们
要爱上帝和我们的邻舍（太 22:35-40）。我
们是否有向邻居表达关爱？我们是他们的安慰
之源吗？

我们社区中的许多人受到伤害，需要基督的好
消息。让我们作为基督的仆人实现我们的目
的，将爱、盼望与平安的信息带给我们的社
区。让我们特意去踏出我们的舒适区来改变和
转化我们的社区，一次一个人。你准备好出发
了吗？

刘汉忠
布道事工主任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
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
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
你们在天上的父。

[马太福音 5:16]

亮点

转化社区 
作为基督的仆人

i
有关即将举行的街头布道以及您
希望如何在布道事工中服务的更
多信息，请到访我们的网站:
https://cos.org.sg/en/evangelism-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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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我们的家庭教会”主题已进入第二个年
头，2021年6月12日，我们的年度教会主题研
讨会在现场直播下于教会举行了。

今年，我们推出了一个新的部分，其中包含
一个8分钟的视频，捕捉我们的会友在各个聚
会、事工和群体中的观点。听到他们的经历和
属灵成长如何与教会主题产生共鸣是令人振奋
的。一位会友分享了他在新加坡教会与家人
三代同堂一起成长和敬拜的经历，这让我很感
动。

教会主题研讨会上，许素英姐妹（双语聚会）
分享关于敬爱上帝，胡耀兴弟兄（广东聚会）
和胡颂恩弟兄（基督少年团）的父子组合分享
关于联合世代，刘意明弟兄（英语聚会）分享
关于转化社群。他们的分享由杨广亮弟兄协助
翻译。

 

研讨会非常受欢迎，因为会友能够从实践方式
以及我们的讲员们分享的轶事来领会如何履行
教会主题。我们在丹戎槟榔的宣教点所录制的
特别视频也特别有影响力，因为它使我们明白
我们与宣教点的合作如何转化他们的社群。

 

陈炳安
基督徒教育事工主任
英语聚会副负责人

您是否通过敬爱上帝、
联合世代和转化社群来
履行教会的主题呢？

教会
主题研讨会
強化我们的家庭教会

敬爱上帝
在基督里完全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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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了2小时的经文讲解和分享。我们最初担
心早上灵修阅读不会持续超过一个月，但令所
有人惊讶的是，我们完成了完整的52周。以
社群的方式经历这一项挑战使原本单调乏味的
活动变得不难忍受，而难解的段落亦变得可以
理解。当我们通过见证互相联结时，经文也变
得栩栩如生。

上帝通过祂的书写话语说话，这是最常见的沟
通渠道。与其被冠病疫情和孤立时期所击败，
我们还可以得胜地回顾并宣告，正如耶稣在马
太福音4:4中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而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杨伟康
双语聚会负责人

2020年中，新加坡进入阻断措施以遏制冠病
的传播。这是我们第一次经历全面的国家“封
锁”，学校和零售商店关闭，非必要企业的每
个人都居家办工。几乎每个人都被迫呆在家
里，这是为我们的双语聚会会友发起读经挑战
的绝佳机会。

读经挑战于2020年6月15日展开。参加挑战
的会友在每个周日的早上（以Zoom平台） 
聚在一起，并在52周内按时间顺序阅读圣
经。共有218人报名，平均40人参加每日的灵
修晨读。

挑战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每天阅读圣经的习惯。
但是我们读得越多，就越开悟，并渴望了解更
多。从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段开始，很快就扩

挑战

365天

读经

敬爱上帝
在基督里完全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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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创意营不是个普通的营会，因为它是因冠病疫
情而中断 2 年之后所举办的第一个创意营。营会首
次完全在线上举办。我们的营员年龄介于 9 至 14 
岁之间，他们在舒适和安全的家中参与了赞美和敬
拜、灵修、游戏，并学习演奏乐器。我们使用线上
平台“BandLab”通过键盘、吉他、贝司和鼓教导参
与者敬拜的基础。

营会主题适当地名为“生命活水”，因为营会委员希
望这个营会可以见证敬拜无需受实体界限的限制。
就像在约翰福音4:21 中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她
有圣灵住在她里面，只要她以“心灵和诚实”敬拜，
她就不需要上山或到圣殿敬拜。我们想要营员知道
敬拜的核心关乎他们每天与基督的关系，而不须实
体地身处教会。

在敬拜方面，我们也教导营员们敬拜的形式有很多
种，包括使用乐器或带领他人进入敬拜。通过这次
的接触，我们希望大家对学习演奏乐器产生兴趣。
愿下一代能被兴起使用他们的才干事奉基督！

英蕙莹 
创意营 2021委员

训练我们的
下一代

 2021 
创意营

联合世代
共同成长，服事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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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如何装备圣徒时，通常我们会默认
性地使用节目、培训课程或查经班。虽然这些
在装备中有其作用，但它们并不能完整地反映
出肢体内的每个成员彼此之间可有或应有的关
系。

如果不与对上帝运行的方式和信心的理解相结
合，认识上帝本身就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结
果。缺乏热忱，这些知识只会变成教科书式的
反刍答案。

教会作为一个有机体，不应该也不可单单被视
为一个组织。这不是在贬低教会的结构、组织
或制度。相反的，这是为了自我提醒，我们一
直都是耶稣基督门徒群体；一个带着恐惧战兢
做成得救的工夫但绝不孤单的新生命。

在以弗所书 4:11-16 和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1-
15 中，保罗称教会为一个肢体和一个集体，
在爱和基督般的成熟中相互建立，有些人蒙召
为传道，有些人蒙召为教师 - 但所有人都应
该建立 . 每个人都蒙召受装备，而不仅仅是那

些公众人物而已。当我们受装备时，我们也要
通过鼓励、承认、劝诫、警告和在爱中保持耐
心来装备他人。

黄祺元
英语聚会教牧同工

鼓励

劝诫

在爱中保
持耐心

警告

承认

Equip others by:

我们必须扪心自
问：当我们受装备

时，我们当如何装
备他人？

联合世代
共同成长，服事基督

装备时

当我们在

培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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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守望之夜祷告会的主题以“回到家里的餐桌”为重
点以配合教会强化我们的家庭教会的主题。餐桌是每一家
重要的聚集处。那是我们一天辛勤工作和上学之后以食物
和沟通来补充营养的地方。我们在一起用餐时也是彼此共
享属灵食物，并且以灵和神的话来造就彼此的机会。

我们在基督里既是一家人就当继续凭信心互相服事彼此相
爱，因为这是讨主喜悦的。我们必须刻意腾出时间通过数
码方式或实体方面彼此相交，来建立并造就教会好让我们
可以继续一生持守信心并忠心做神所交付的工作。

我们有阖家的使命
当我们分享信心的故事时，我
们被提醒到神给我们一个深切
的呼召与使命。在餐桌前，我
们得到激励被圣灵搅动并因顺
服而付诸行动。

在餐桌前
当我们坐在餐桌前时，我们是
合一的。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
一节指示我们要在基督里意念
相同，爱心相同并在灵里合
一。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请会友
为彼此代祷也彼此饶恕并考虑
个人的需要。

2

3

1回家
主喜爱你，祂即不轻看你也不
弃绝你。那些离神已远或者埋
怨神的，回到父这里来看看祂
如此爱我们吧。我们祈望神会
带他们回来神的家庭。

联合世代
共同成长，服事基督

2021年

守望之夜
祷告会

 黄祺元
英语聚会全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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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社群
作为基督的仆人服事我们的社群

东岭庇护所- 露宿者之家

当冠病疫情的情况恶化时，社会和家庭发展部 
(MSF) 越来越担心那些无家可归者的脆弱。
为了缓解他们的困境，MSF联系宗教组织以
提供临时住所，亦同时寻求更多永久的住所。

当新加坡教会意识到这一需要时，教会领袖批
准将教会的部分区域—主要是地下停车场和交
谊区，改造成这些露宿者的临时庇护所。这也
是利用教会场地的好方法，因为在此期间无法
实体进行敬拜聚会和教会活动。

东岭庇护所的操作让我们看到了新加坡露宿
者/无家可归者的经历。在一个大多数居民拥
有自己财产的国家，我们很少与露宿者/无家
可归者有互动。我们注意到，很多时候，许多
人因为根深蒂固的家庭问题、陷入不幸的情况
或社会系统的裂缝而陷入困境。

经营庇护所经历了相当多的起起落落。偶尔会
与几个“不合作”的住宿者发生一些小纠纷和事
件。但我们也有成功的案例，比如父子和解，
相处融洽，一起申请并成功获得联名租房的住
户，通过我们的帮助而为送货员而重新站起来
的人。我们也有一位接受基督并得救的人。赞
美主!

我们社区的需求很多，而经营东岭庇护所是影
响和转化社区的一种方式。我们祈盼更多的人
会站出来服事，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

杨雯琪
英语聚会

冠病疫情在许多领域揭示了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严重程度，
以致于需要进行深度转型。以下是两项新举措，我们通过
这些举措转化社区以荣耀上帝。

东岭社区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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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社群
作为基督的仆人服事我们的社群

东岭辅导中心- 心灰意冷者的希望

2020年3月，新加坡教会的一群辅导员和心理
学家聚集在一起集思广益，探讨在新加坡教会
开始辅导事工的可能性。期间有很多很棒的想
法和激励，但不久之后，新加坡就受到了冠病
疫情的打击，所有的计划都不得不暂时搁置。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在长期冠病疫情
中的压力给许多人的精神和情感健康带来了明
显的压力。随着我们的社区对专业且负担得起
的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教会领袖认
识到有必要迅速重启这一会谈。

与此同时，上帝在祂的神圣计划中一直在新加
坡教会兴起更多的辅导员。在过去的两年里，
许多新加坡教会会友在不晓得发起辅导事工的
会谈正在进行中的同时开始接受辅导培训。

当我们见证神为我们这项工作准备所需的人力
资源时，教会长老也全力支持这项事工，东岭
辅导中心于2021年7月正式成立。

i
想了解更多关于东岭辅导 

中心的信息，请浏览
 https://www.tlcs.org.sg

如果您想与辅导 
员交谈，您可以在 

https://bit.ly/TLCCReg 注册

东岭辅导中心(TLCC)旨在以胜任的咨询和 
真诚的关怀帮助个人在情感上和精神上的整体
康复来祝福我们的社区。TLCC为跨宗教，种
族或性别，任何有需要的人提供免费的辅导服
务。

在经营仅六个月后，TLCC的能力和范围继续
增长。我们现在有一个由六名辅导员组成的
团队，他们能够提供线上和面对面的咨询服
务。2022年，TLCC积极与政府机构和其他社
会服务机构建立联系，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我们
的服务。我们很高兴见证上帝如何继续运行，
并祷告我们将忠心并壮胆地跟随祂的引导。

刘紫玲
东岭辅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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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敬爱上帝，联合世代，转化社群
我们的家庭教会

迈向基督徒成熟的呼召

我们传扬祂，是用诸般的智慧劝
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
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6月15日

布道焦点
祷告会

6月17-18日

基督徒教育事
工/ 标竿事奉
学校讲座会 

(华)

7月31日

新会员入门
课程

7月20日

祷告会

7月24日

水浸礼

1月16日 1月29-30日

宣教周末教会联合
祷告会

教会感恩
聚会

2月16日

音乐焦点祷
告会

宣教焦点祷
告会

2月19日

常年大会
会前对话

3月6日

 水浸礼

2月26日 3月11-12日

基督徒教育
事工/标竿
事奉学校                     
讲座会(英)

3月13日

新会员入门
课程

基督徒教育
事工/标竿
事奉学校                     
讲座会(华)

3月16日

布道焦点
祷告会

3月26日

生命小组
组长训练

3月16-18日

儿童假日圣
经营

4月2日

新会员入门
课程

检讨会 (一)

4月16日

读经日

4月10-16日

禁食祷告周

4月17日

复活节主日

4月15日

复活节布道会
(福建)

4月22日

地球日

4月23日

6月1日

青年焦点
祷告会

5月28日

生命小组组长
训练

6月4日

讲座会
-性别焦

6月11日

双亲节布道会 

5月28-29日

宣教周末

5月7日

教会主题
讲座会

4月27日

祷告会

5月14日

双亲节布道会 
(福建)

5月4日

基督徒教育
焦点祷告会

5月18日

祷告会

3月20-21日

基督徒教育事
工/ 标竿事奉
学校讲座会 

(华)

7月9-10日

宣教周末

7月15-16日

宣教大会

7月16-17日

宣教周末

7月6日

宣教焦点 
祷告会

6月25日

生命小组组长
训练

7月2日

基督徒教育事
工/ 标竿事奉
学校讲座会 

(英)

常年大会

 生命小组组
长训练

生命小组
组长训练

教会活动

1月至7月
教会活动

2022

2月1日

3月2日

3月18-19日
4月9日

基督徒教育事工 
/标竿事奉学校讲

座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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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台事工举荐路得记做为配合教会主题在2022
年上半年的讲道系列。路得记叙述关于拿俄米，
路得和博阿斯这些处于希伯来社群的人的故事适
用于表达教会的三个分别为敬爱上帝，联合世代
和转化社群的分题。

这卷书的中心主题是关于慈爱（希伯来原文为
HESED）。这形容的是出于对某人的爱与忠诚
而有所忠心与同情的行为。 

路得，拿俄米和博阿斯经历了神的慈爱并转而对
他人表达慈爱。

1. 路得对家婆拿俄米的慈爱带领路得紧跟拿俄米
并接纳她的神和她的同族。

2. 博阿斯和他的工人的慈爱领导他们向外邦人路
得行善并接纳她。这故事充分的表达了待以慈
爱与忠诚的人必蒙人以慈爱与忠诚待之。路得
这位路得记四15所形容为外邦人寡妇的是她的
家婆与希伯来社群以及他们的后代的祝福。

3. 神的慈爱，那来自神也献于神的既可以也因当
驱使我们彼此相爱。它既可以也必须通过培养
对彼此的尊敬，委身以及建立人际关系来使各
世代的人合一。它既可以也必须鞭策我们帮助
服事在我们的教会里和社群里的弱小。

在我们的生命小组和教会里的年幼老少当中，有
什么是我们可以以慈爱待之来尊重并彼此造就的
么？

陈炳安
英语聚会副负责人
基督徒教育事工主任

前言

敬爱上帝，
联合世代，
转化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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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的教会主题依然是强化我们的家庭教
会，并以敬爱上帝为其中一个分题。敬爱上帝
是强化教会的基础。我们了解到敬爱上帝就是
以活出神的优先为对祂的敬拜。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
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太十八20

过去的2年，因为会友无法去教会参与聚会和
生命小组集会，所以极富挑战。身为教会，我
们必须因为疫情所带来的持续改变而不断适
应，但赞美主，我们终于在2021年9月随着安
全管理措施的放缓而恢复了实体聚会。

虽然有部分会友对于回到教会参与实体聚会依
然犹豫不决，那些回来的则因为能享有实体的
互动来敬拜和彼此相交而倍感蒙福。

让我们来听听那些回来教会参与实体聚会的弟
兄姐妹告诉我们他们怎样因此而与基督更加亲
密。让我们也受激励回家吧！

回到

家里
实体聚会和生命小组
集会如何帮助会友与

基督更加亲密 我在2013年离开新加坡教会去协助一所刚
成立的教会。服事以初信徒为主的教会是一
个即令人满足又充满喜乐的事工。

我的邻居，华语聚会的郭姐妹在2022年一
月底邀请我去参加新加坡教会的春节感恩聚
会。我从头到尾都享受这个聚会。聚会进行
时，主轻声对我说，“回来”。

我认为这是主告诉我是时候回来我信主后的
第一也是唯一的一所教会。

在英语聚会与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主感觉非常
好也很开心。主感动我参与每个主日上午八
时至八时半在底层为司琴，领诗，讲员同工
和会众代祷的会前祷告。我极力鼓励你一起
来与我们代祷。

我重新参与位于布莱尔路我曾经在八十年代
带领过的生命小组。通过zoom参与生命小
组集会是一个崭新的经历。一起研读出埃及
记并回答尖锐且使人沉思的问题对心灵都有
益。

回来教会与教会会友这个基督的身体更新我
们的友情与彼此的相交是一个温馨的经历。

我很高兴回到家里了！

见证

黄美英
英语聚会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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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林碧音
广东聚会

虽然我住得很靠近教会，却不表示我比
其他人更没有理由缺席或迟到。我想最
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去教会与弟兄姐妹
们一起聚会同心敬拜是我信主以来的习
惯。来教会敬拜不是我的生命的一部
分，它就是我的生命。当我们不能来教
会敬拜时，我很挣扎，因为我很不习
惯。当然，我明白个人的敬拜还是要继
续，所以我请姐妹帮我上网敬拜。到了
2021年，我们终于可以会去教会聚集敬
拜了，那可是和个人敬拜完全不同的，
因为神的教会是实在的教会，是神的家, 
父的家庭。回到教会敬拜神就是回家见
父，投在父的怀抱里，没有什么能够取
代这。

在教会聚会对你的意义是什么？疫情期
间，应该来教会聚会吗？

余玩真姐妹，今年97岁，她是在2001年
受洗。过去的二十年，她的愿望，很简单
就是每一个礼拜都可以来教会聚会。她很
忠心，很渴慕地要来聚会敬拜主！除非，
很身体不舒服，病得很严重，没有办法起
身，要不然她一定来参加聚会的。

虽然玩真姐妹，将近100岁，在疫情期
间，只要教会有实体聚会，她一定会出 
席的。

潘雅德弟兄，余玩真姐妹，薛芳蓉姐妹(女儿) 14/11/21

[希伯来书 10:25]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

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诗篇 23: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

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

疫情现在还是比较严重，鼓励弟兄姐妹
回来教会参加实体崇拜是一个挑战，有
些因年长、身体状况或者是个人原因，
不能出席实体崇拜。但我们鼓励他们尽
可能一个月回来一次实体崇拜。

感谢主，他们大多数都至少一个月一次
回来崇拜。他们回来崇拜后内心最大的
感触，就是在实体的崇拜中感受到的属
灵氛围和肢体的关顾，以及在集体敬拜
中圣灵的膏抹和同在与在线上的感受是
不一样的；这就促使他们几乎每个主日
都回来实体崇拜。

亮点

感想

张肖玲
华语聚会全职牧养同工

感想

张彩萍 (Sharon)
福建聚会全职牧养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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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二妹姐妹，70多岁，她的身体有很多
病痛，很衰弱。她已经卧床不起一年多
了，大部分的时间眼睛是睁不开的。

在2020年，11月，她一直要求她的家人，
带她要去教会。她一睁开眼睛，唯一的要
求就是要去教会。她希望在她人生的结 
束之前，她有最后的机会，她要回到教会
聚会。

那是因政府的措施，教会开放50人的聚
会。但是因为二妹姐妹身体实在太衰弱，
家人都不放心，不敢带她来参加聚会。

因为二妹姐妹不断的要求要来教会，最后
我们安排了在2020年11月10日，一个星
期二的下午，让她的家人带她来教会，我
们福建聚会聚会的伯特利堂。我们一班全
职同工在那里为她唱诗歌，鼓励她，为她 
祷告。

她坐在轮椅上，虽然她是有意识的，但是
她的眼睛一直是闭着的。医生说她是随时
会离开的，但是她就是这样渴慕地，很想
来教会聚会。

11月10日来教会，11月13日神就接她回天
家了。感谢主，二妹姐妹了了她最后的 
心愿。

亮点

黄绣珠姐妹，在2021年10月染上新冠
肺炎。

其实在疫情期间，绣珠姐妹不大敢外
出，常常留在家里。一个早上，她只去
了一趟巴刹，很快就回家。到下午，就
觉得不舒服。一检测，真的确诊。

感谢主，绣珠姐妹症状并不严重，是轻
微的，所以在家中隔离10天，便好了！

当教会开始实体的聚会的时候，绣珠姐
妹的心态是：不要去先，迟一点才去，
现在疫情严重，很多危险。

她在聚会分享见证时说一句很幽默的
话。她说：那里知到，人算不如天算，
不去教会还是“中”。所以，不是说没去
教会就不会“中”的。

绣珠姐妹意识到，教会已经做了该有的
防范惜施来保护会友，只要自己注意个
人卫生，常常洗手和戴好口罩，然后祷
告把一切交托给主，主必保守看顾！

你出你入，耶和华要
保护你，从今时直
到永。 [马太福音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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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于 2022 年 1 月 16 日进行的联合祷告会
是自冠病疫情开始以来首次实体举行的祷告
会。当我们的同工聚集在一起寻求主的指示
时，神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联合祷告会不是
为我们召开的，而是为祂召开的。正如约翰福
音第 15 章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只是上帝的
子民，需要与祂联系起来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这就是“常在上帝里面”
的主题。

作为一个团队，参与策划这次活动的同工们继
续祷告寻求上帝。 我们一共收到了5个祷告指
示，可让联合祷告会期间带领会友进行集体的
祷告：

冠病疫情向我们展示的一件事是，能够面对面
地聚会是多么宝贵。没有任何东西，甚至数码
互动，能够完全取代它。因此，我们的同工都
倾心服事，以确保两年来第一次面对面的联合
祷告会能够顺利进行，并成为所有参加者的 
祝福。

赞美主！ 我们的许多会友都参加了这次的联
合祷告会，他们在这次集体的祷告中得到服事
和祝福。

您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面对面的祷告会了吗？ 
快来加入我们的每逢星期三晚上的实体祷告会
以及定期的实体联合祷告会。更多信息可以在
我们的网站上找到。 到时再相见！

佘月明
华语聚会负责人    

54321
为教会祷告 为年轻一代祷告为自己祷告 为列国：全球疫

情及经济祷告
为这地：新加坡
政府领袖 及经济
祷告

敬爱上帝
在基督里成全完备的呼召

常在

上帝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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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因着虽然处于冠病疫情期间却依然能在年
度新加坡教会的实体感恩聚会聚集而赞美主！
我们因为能在农历新年时以基督的身体一起来
献上感恩和敬拜而感恩。

今年的节目以王文忠弟兄的致辞拉开序幕。紧
接着是跨世代联合中西乐器（由胡耀兴弟兄拉
二胡，赵典光弟兄弹奏西洋电子风琴以及黄弟
兄吹奏萨克斯管）的农历新年合成歌曲。

会众接着就在敬拜团队的带领下赞美敬拜神。
之后还有：

· 林秀华姐妹分享感动人心的见证，她患
上冠病时所经历的神的同在，保守和奇
迹。

· 王馨溢姐妹弹奏古筝（传统东方乐器）
，以及

· 冯道清弟兄以“以感恩进入祂的门”为题
勉励会众

联合世代
联合大家同来认识基督

对我来说，在新加坡教会感恩聚会时沉浸在神
的同在时我倍感鼓励也感觉心灵的升华。的
确，彼此合一与跨各世代的气氛只能从实体的
互动才能感受得到。我们固然为能够让我们在
受限制时以科技使我们保持联系而感恩，却不
能让其所带来的方便取代实体集会的必要。因
此，我鼓励每一位健康的都要回来参与实体聚
会或其他教会活动例如生命小组聚会。

愿神在我们期盼彼此碰面时继续祝福保守你。

佘月明
华语聚会负责人

基督
以

的身体
一同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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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想知道什么是#UG卡？

UG 纯粹是指 “联合世代”。这是一套对话卡
片，经过精心策划，旨在促进不同世代成员之
间的坦诚对话。

 #UG 卡 的主意源于2021年10月份联合祷告
会后的一次复审会议。 在这次祷告会上，参
与者被分到各小组去分享他们的梦想和对新加
坡教会的祷告。正是在这次互动中，我们看到
了不同世代渴望彼此共处和造就。这让我们思
考如何鼓励和授权不同世代为了同一个目的而
相互同行，因为这些有意义的对话不仅启发了
人们，而且创造了理解和同理心，这两者在世
代之间和同代中都非常需要。

在祷告中，我们受圣灵感动而得着这些卡片的
蓝图——以对话卡片的形式创建一个工具，以
促进有意义的对话，从而带来更牢固的关系和
更强化的教会。这个工具必须够简单好让人们
可以在何时何地使用。

在教会领袖的祝福下，我们开始了这个项目。
不久之后，上帝打开了我们的眼目使我们看到

这不仅是教会，而是举国都有此需要！ 上帝
也带来了在这个项目中与我们合作的同工。

 我愿所有参与#UG 卡的人

在我们继续计划和开展这个项目的过程中， 
我们渴望您为我们代祷。

刘义玲
音乐事工全职同工
通讯与媒体事工

"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
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
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
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
督。 [歌罗西书 2:2]

联合世代
联合大家同来认识基督

联合世代 
#UG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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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汤申-东海岸地铁线的建设就在教会的围墙
外开始时，我们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为许多
客工服务并建立关系。 孟加拉客工事工就是
这样开始的。

与孟加拉客工的这种关系让我们深入了解了他
们在冠病疫情期间的需求。我们能够通过慷慨
的教会会友来满足这些需求，他们捐赠了现
金、口罩、衣服和维生素等急需的必需品。我
们的年轻人也善于应变，在 SG 事故援助中心 
(SGAHC) 的阻断措施期间帮助打包和分发这
些必需品，并协助分发食物。

我们也与SGAHC 合作，为因工伤而无法工作
的客工提供协助。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他们通

常会在没有足够收入或补偿的情况下被送回
乡。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期待着回家，但
他们却担心失去收入来源。

为了帮助这些外来客工，新加坡教会向他们赠
送了三百元的财资爱奉，以感谢他们对国家建
设的贡献。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祝福了大约六
十名倍觉感恩和蒙福的客工。 这笔钱将有助
于支付他们回国后的一些所需费用。

在冠病疫情之前，我们能够为三星物产株式会
社在教会外修建地铁线的客工组织大型的布道
活动。只有在安全措施放松之后，我们才能在
2021年圣诞节期间为370名工人提供午餐盒、
礼券和由东岭学童中心的孩子们制作 的手工
贺卡。他们中的一些人分享说，他们把贺卡的
照片寄给了家里的家人。他们很高兴知道我们
没有忘记他们。

通过我们在BMW事工的持续布道和工作，新
加坡教会乐于能够对我们客工的生命产生影
响！

杨志辉
宣教事工主任

转化社群
向所有人宣扬基督

孟加拉

客工
事工(BMW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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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问安！很高兴能够与我
们的新加坡教会大家庭分享我们在缅甸聚会事
工所做的工作。我们目前在新加坡教会和半岛
购物中心进行敬拜聚会、查经和其他活动。参
加这些活动的主要是家庭帮佣或建筑公司的蓝
领工人。

自冠病疫情开始以来，出席率变得非常不稳
定，因为雇主担心员工的流动会使他们感染冠
病。因为他们的手机使用受限，所以保持联系
也很困难，而且由于使用预付费移动服务，他
们的联系号码经常变更。此外，他们在接到通
知后立即被送回乡的情况屡见不鲜。

尽管面对这些挑战，我们仍继续每周举办活
动，并与那些能够使用短信和和默想的人建立

联系。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希望能够他们属灵
成长，以便他们在新加坡和返回缅甸时也能够
服事他人。

缅甸正在进行的军事政变也影响了当地的缅甸
社区。但神能够使用一切来荣耀祂。有很多人
来找我们寻求咨询，这使我们有机会服事信徒
并与非信徒分享福音。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
够作为一个社群來更接近上帝。

如果您有当地的缅甸朋友或家人，请邀请他们
加入我们的社群或加入我们服事同胞！

Peter Cho
缅甸聚会负责人

转化社群
向所有人宣扬基督

缅甸 
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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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故事

的确，上帝的应许是信实的！

在我家中，我的母亲是最后一个接受基督的，
因为她非常抗拒福音。她多次警告我们不要告
诉她有关耶稣的事，因为她是一个虔诚，信奉
偶像和崇拜祖先的佛教徒。

多 年 来 ， 我 和 丈 夫 一 直 为 她 的 救 恩 祷
告。2020年，我开始对她的救赎感到绝望，
并恳求上帝让事情发生。我根本不晓得上帝已
经为我母亲筹备了一个计划和未来。

2020年11月，母亲被诊断患上笫三期肺癌。 
2020年12月更发生狀况，当她在与朋友进行
例行晨练时晕倒，她在半昏迷状态下被送往医
院。

那天下午我探访她时，我问她是否愿意认识耶
稣，若愿意则挥手表示。她虽然没有睁开眼
睛，但右手却是上下摆动！我带领她做认罪悔

改祷告，虽然她难以发言，但我可以看到她的
嘴唇在移动，她跟着我重复。由于不完全相信
她已经接受了救恩，我请兄弟在她睁开眼睛时
再次与她一起祷告。这一次，她挥了挥手，抖
了抖腿！哈利路亚！

虽然她从这次事件中有部分的复原，但她无法
记住她的大部分的过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
很高兴看到她能够在助行架的帮助下举起双手
并恢复活动能力。她还恢复了健康的食欲，并
通过听赞美诗度过了她的日子。

然而，这并没有持续很久。2021 年 3 月，她
开始变得非常困倦，每天睡眠时间长达 20 小
时，逐渐失去走路、说话或进食的能力。但是
赞美主，她同意受洗，我们可以通过滴水给她
施洗。

她的健康状况在受洗的同一周持续下滑，我的
母亲变得反应迟钝，不得不于 2021 年 4 月 11 

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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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故事

在8月的时候，我发现的颈部有一粒肉瘤，
不会痛。我就去诊所检查，验血。验血报告
说是甲状腺有问题。医生按排我去医院看专
科。

9月1日去医生按排我做颈部超声和细针抽
吸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我需要动
手术，如果不动手术，肉瘤有三成机会为恶
性。

我要求医生给我一个礼拜和家人商量。其实
我是向主耶稣祷告。我告䜣主耶稣，我的孩
子都长大了，我的任务以经完成了。而且我
很累。可是，主耶稣哪能让我们這样消极
呢?

这时候有一班朋友如天使般的围着我，为我
祷告还为我介绍医生。刚好我有一位朋友的
先生是退休的专科医生，我把我报告给他
看。他也劝我动手术。他也建议我切除右边
的甲状腺。

经朋友介绍，我去看了私人专科医生，感谢
主，医生也是基督徒。他说的和朋友的先生
一样。我当下马上决定动手术。很快的，就
在10月14曰星期四，下午4点动手术，把右
边的甲状腺切除，手术只能说做了一半，因
为医生把我的肉瘤拿去检。如果报告是恶性
的话，那我马上需要再动多一次手术。

等到4天后，医生很高兴的告诉我，我可以
出院了。那天是星期天，有一位好久不见的
姐妹打电话给我。她的第一句话是＂姐妹，
我要为你祷告。”神是如此地奇妙，一路上
都有神的安排。荣耀归于主。

许秀美姐妹
华语聚会

日住院。隔天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清醒。 那
天，我们和秀月姐妹（华语聚会）一起祷告敬
拜神，我的母亲的回应是用手做了一个感谢的
手势。 2021 年 4 月 17 日，她蒙主恩召回了
天家。

在她的追思礼拜和葬礼上，我们唱着：

吴素芬 (Sonia Goh)
华语聚会

我要环繞圣城四周围，
会见先到天家亲友，
我要坐在活水泉的河边，
那里相聚不分离。
和到佳期，在美地
众圣徒将欢聚荣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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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5 日，我的姐夫Sim Lwi Sang 
在与食道癌抗争一年后，蒙主恩召回了天
家。

在他的一生中，Lwi Sang 是一个自由思想
者。尽管他已故的母亲和兄弟姐妹都是新加
坡教会的信徒。然而，在他患病初期，Lwi 
Sang 开始接受洪福禄弟兄（英语聚会）的祷
告和探访。他接纳洪弟兄的分享和祷告，并
承认这给他带来了很多安慰。

2020 年 10 月 9 日，Lwi Sang 终于做了认
罪悔改的祷告，接受了基督。我们全家对上
帝的信实充满感恩而喜乐。然而，Lwi Sang 
为准备水浸礼而上的基督教真理基础班之上
了两节就被接回天家与主同在。

然而，我们有信心知道，Lwi Sang 现在在上
帝荣耀的同在中，不再痛苦。一切荣耀归于
神！

Nancy Sim
英语聚会

1.	 与他们建立密切的关系

2. 找出他们的需求

3.	 定期为他们祷告

4.	 分享你的见证

5.		 分享福音

6.	 邀请他们参加主日崇拜、	

	 福音聚会。。等等。

兄弟姐妹，您可以采取的步骤：

信心故事

因为我父的意思
是叫一切见子而

信的人得永生，并且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
活 。 [马太福音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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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消息

嗨! 新同工!

兄弟姐妹们好！我期待着更加认识
你——在这里分享关于我自己。大
约 35 年前，我和母亲来到新加坡

教会，当时我们全家搬到马林百列，我就读于
东岭幼稚园。我的妻子、我的女儿和我很感恩
能够成为儿童事工、青年事工和英语聚会社群
的一员，并多年来在这些社群和审计委员会服
事。

七年前，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将在新加
坡教会的全职同工进行世代相传的转变。我作
为年轻人领袖的使命是与将全职加入的年轻一
代并肩同行。那时我也问主是否要我加入全
职。主回答说：“切勿受阻”——无论何时何地
衪呼召我，我都要离开我的工作。

在过去的7年里，通过个人的经历和未知我的
呼召的弟兄们的确认，主继续地确定这个呼
召。2020年，我的经历和确认的频率显着地
增加，同时我也更加渴望在新加坡教会服事我
们的主。我知道主的时候到了，到我加入全职
服事了。

赞美主！

在过去十九年里，我一直都在
新加坡教会敬拜，并从2010年
开始在音乐事工服事。我有三个

孩子——思茹, 思婷和以颂，他们分别是20 
岁、18岁和16岁。

2019年，主把上神学的意愿放在我心里，我
就报读新亚学院，获颁事工科证书。那时，我
的目的只是学习和装备自己，以便在那一天到
来时做好被呼召服事的准备。

不久，主呼召我进全职事工。祂很仁慈地给了
我几个确据，最后一个是来自其他教会的姐妹
梦见我加入新加坡教会的教牧团队。这与杨伟
康弟兄之前对我所说的内容相似 . 那时我就知
道，毫无疑问，上帝呼召了我。

感谢神，我现在有了全新且重要的人生目的，
即全心事奉祂，荣耀祂！

林甄玲
于2021年9月1日
加入新加坡教会 
为双语聚会
部分时间教牧同工

孙锦扬
于2021年9月1日加入
新加坡教会 为事工主任
 (年轻一代，财政，
人事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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