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上帝，一起服事

Loving God, Serving Together
MCS 135

新加坡卫理公会已设教135年。靠着上帝的恩典，如今我们成为新加坡最大
的基督教宗派。每一位卫理公会本地教会的会友都是这个属灵大家庭的一份
子。我们皆以卫理宗信徒的身份联系在一起。感谢主，本宗在过去135年，
不停地为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我们在新加坡建立了第一间卫理公会之后，
就开始设立学校。从学前教育到初级学院，不少于15间的教育机构，栽培了
无数的学生。他们不但受到优良价值观的熏陶，长大后也能在教会和社会中
活出基督的信仰。

除了教育方面的贡献，新加坡卫理公会也提供许多社会关怀服务，例如：卫
理公会福利服务、收容所、家庭服务中心、免费医疗服务以及为外国工人提
供的服务。我们也创办了卫理音乐学院培养儿童表演艺术的恩赐。卫理宗妇
女会更是定期聚会，进行祈祷，考查圣经和团契，以怜悯和爱心接触社会。

我们关怀社会中那些受压制与有需要的人，为他们提供食物，安排落脚之
处，或陪伴他们。我们祈求透过这些行动，他们能够真实经历上帝的爱。我
们的宣教士谦卑地付出，以实际的行动撤下福音种子。将上帝救赎的爱带到
世界各地。

新加坡卫理公会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我们既多元又有包容性。正如
约翰卫斯理的教导，我们慷慨地向病患者和受苦者体现上帝的爱。我
们引导青年，并尊敬长者。我们欢庆新生命的开始，促进所有生命的
尊严。在基督里，我们灵里合一，且有共同的使命。我们感谢上帝过
去135年的带领和祝福。展望未来，愿我们时刻活出卫理宗信徒的生命  
– 爱上帝，一起服事。

For the English coverage of MCS135, 
please refer to The Methodist Church 
of Singapore MCS website at  
https://www.methodist.org.sg/mcs135

MCS 135 LAUNCH 正式开始 
16/2/2020

Bishop Dr Chong Chin Chung shares what 
it means to love God and serve together 
at the launch ceremony held at Wesley 
Methodist Church. Please view the video 
recording of his sermon by scanning the 
QR code (tinyurl.com/MCS135thAnniversary).

张振忠会督（博士）在卫理公会卫斯理堂的推介礼分享爱
上帝与一同服事的意义。若要观赏张会督的讲道视频，请
扫描此二维码(tinyurl.com/MCS135thAnniversary)。

LENT PRAYER & WORD 大斋节期祷告与圣言 
5/3 – 2/4/2020

This season of Lent, we encourage your congregation 
to come together as a family, cell group or individually 
to recall God’s grace, reflect and realign our hearts 
to God on consecutive Thursdays from 8 to 9.15pm 
beginning on 5 March.

The entire service comprising guided prayer, 
reflections as well as the pre-recorded video of TRAC 
President Rev Dr Gordon Wong’s sermon will be 
posted on CAC’s Facebook Page (facebook.com/
cac.singapore) at 8.00 pm each Thursday.

The Suffering Servant of Isaiah 53
5 Mar : Sprinkle or Startle?
12 Mar : Shunned and Sickly
19 Mar : Stabbed and Shamed
26 Mar : Silence or Silenced?
2 Apr : Suffering and Significance

在大斋节期间，我们鼓励您参与大斋节期祷告与圣言！无
论是与家人、小组或个人，齐来数算主恩，反思生命并将
我们的心转向上帝。请锁定以下时间，从3月5日期，连续
四个星期，晚上8时至9时15分。
整个聚会包括祷告指引以及三一年议会会长黄昌荣牧师 (博
士) 的短讲视频。这聚会将在每个星期四晚上8时上载到华
人年议会脸书 (facebook.com/cac.singapore)。
以赛亚书53 -- 受苦的仆人
3月5日 ：洗净或惊奇？
3月12日 ：被厌弃，受苦痛
3月19日 ：被钉，受辱
3月26日 ：不开口或遭封口？
4月2日 ：受苦，意义

EAT SHARE CONNECT 同餐 · 共享 · 连系 
10/4 – 29/5/2020

Open your hearts and share a meal with the 
underprivileged, or reconnect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over a simple meal. This initiative by the Methodist 
Welfare Services i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serve 

together through cooking, eating and sharing!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mws.sg

请敞开您的心，与弱势群体共享一餐；或与家人、亲友借
着简单的一餐，重新取得联系。这项活动是由卫理福利服
务社所提倡。盼望透过这样的平台，我们在烹饪、吃喝、
分享中，能一同服事他人！详情请浏览 www.mws.sg

ALDERSGATE CELEBRATION SERVICE 雅德门欢庆崇拜  
24/5/2020

This annual keynote event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in Singapore celebrates our Wesleyan heritage. Join 
us at Paya Lebar Methodist Church, where Bishop Dr 
Chong Chin Chung will bring us God’s message.

这是新加坡卫理公会庆祝我们的丰富卫斯理遗产的年度重
点项目。和我们一同在卫理公会巴耶利峇堂一同敬拜，张
振忠会督 (博士) 将以圣言勉励我们。

MCS 135 FAMILY CARNIVAL 家庭嘉年华会 
30/5/2020

Enjoy a day out at the Family Carnival at Geylang 
Methodist Primary & Secondary School. This event is a 
culmination of the fund-raising effort to raise $1.35m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请携同家人在芽笼卫理小学和中学渡过欢乐的一天。此项
节目是为弱势群体筹集135万筹款活动的高潮。

MCS 135 HERITAGE EXHIBITION LAUNCH 历史传承展览 
11/7/2020

This exhibition at Wesley Methodist Church 
commemorates 135 years of Methodist History in 
Singapore. The Guest of Honour is the President of 
Singapore, Her Excellency Mdm Halimah Yacob. 

这项在卫理公会卫斯礼堂举行的展览纪念了卫理公会在新
加坡立会135年的历史。贵宾将是新加坡总统哈莉玛阁下。

YOUTH FESTIVAL OF PRAISE 青年欢庆赞美聚会 
5/9/2020

This inaugural event at Anglo-Chinese School (Barker 
Road), Lee Kong Chian Auditorium brings together 
the youth from CAC, ETAC and TRAC in praise and 
worship.

这是一次破天荒的聚会，让华人年议会、以马内利淡米尔
年议会和三一年议会的年轻人可以齐聚巴克路英华学校李
光前礼堂一起赞美和敬拜。
Event statuses updated as of 28 Feb 2020. Please 
follow Methodist Facebook Page (@methodist.sg) 
and CAC Facebook Page (@cac.singapore) to be 
updated on these MCS135 events.

请关注卫理公会脸书（@methodist.sg）和华人年议会脸
书（@cac.singapore）获取MCS135活动的最新消息。

亲爱的朋友们： 
今年，我们庆祝新加坡卫理公会立会135周年。自1885年启航以来，我
们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迄今，本宗已有46个牧区，超过4万名的会友。
我们的事工仍然继续扩展，许多的生命不断被感动和改变。在《马太福
音》22：37-39启迪下 ，我们以“爱上帝，一起服事” 为立会135周年的
主题。
新加坡卫理公会的成立是因我们的先辈爱上帝，愿意一起服事。在卫斯
理传统的熏陶之下，每一代卫理信徒都继承了爱上帝并服事他人的精
神。他们辛勤服事的果效，可以从教育、门徒训练、社区服务和宣教工
作中有目共睹。
今年我们将举办一系列的立会庆祝活动。“同餐 – 共享 – 连系” 就是其
中一个您可以支持，并和缺乏者共餐的活动。立会庆祝活动的高潮是5月
30日的家庭嘉年华会。所筹集的善款将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士。我希望
您能加入我们的行列，进入社区，建立沟通桥梁，积极开拓外展事工。
除了这两项活动之外，我们还举办特别聚会阐述卫理宗的丰富遗产。庆
祝立会 135 周年的主旨是欢庆我们是卫理信徒，一群爱上帝，乐意服事
他人的基督徒。为了荣耀上帝，我们要不断活出上帝的大诫命！

张振忠会督（博士）
新加坡卫理公会

Scan the QR 
code to view 

the official 
MCS135 video

tinyurl.com/MCS135thAnniversary

Join Methodist Church in Singapore as we celebrate 135 years. Mark your 2020 calendar! 
在 2020 年， 请和我们一同庆贺新加坡卫理公会立会135周年, 并分享我们丰富的属灵传承。在 2020 年， 请和我们一同庆贺新加坡卫理公会立会135周年, 并分享我们丰富的属灵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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