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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靠耶和华的人
好像锡安山，
安稳坐镇，永不
动摇。众山怎样
围绕耶路撒冷，
耶和华也照样围
绕他的百姓，从
今时直到永远。
诗篇 125 篇 1 至 2 节

粤语主日崇拜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时正
**线上崇拜**
宣道：李重贤牧师

主席：李澄旸弟兄
扬声赞美

序乐
宣召：
歌颂赞美：
牧祷：

祷告敬拜

诗篇 125 篇 1 至 2 节
《赞美之泉》
《万代之神》
简文石牧师
聆听主话

启应经文：
经文：
宣道：

读经：冼凤珍姊妹

扎根真道

雅各书 1：17–27
约翰福音 4:1-4，27-42
「突破宣教的桎梏」
奉献委身

家事关怀

回应诗：
《传给万邦的故事》
奉献: 但愿荣耀归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
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们。阿们。
*预备电子奉献，或回教会后一起奉献*

报告
祝福：
*差遣诗歌：

简文石牧师
《预备》
默祷散会

主赐平安

启应经文
雅各书 1：17–27（和合本修订版）
启：
各样美善的恩泽和各样完美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
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应：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生了我们，使我们在他所造的
万物中成为初熟的果子。
启：
应：
启：
应：

启：
应：
启：
应：

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明白：你们每一个人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实现上帝的义。
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和累积的恶毒，要存温柔的心
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但是，你们要作行道的人，不要只作听道的人，自己欺骗
自己。
因为只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观看自己本来的
面目，
注视后，就离开，立刻忘了自己的相貌如何。
惟有查看那完美、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遵守的，他不是
听了就忘，而是切实行出来，这样的人在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反欺骗自己的心，
这人的虔诚是徒然的。

同声： 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
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宣道
讲题：突破宣教的桎梏
经文：约翰福音 4:1-4，27-42（和合本修订版）
1 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和施洗比约翰还多，
（ 2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而是他的门徒施洗，）
3 他就离开犹太，又回加利利去。
4 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27 正在这时，门徒回来了。他们对耶稣正在和一个妇人说话感到惊
讶，可是没有人说：“你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她说话？”
28 那妇人留下水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
29“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做的一切事都说了出来，难道这个
人就是基督吗？”
30 他们就出城，来到耶稣那里。
31 就在这个时候，门徒求耶稣说：“拉比，请吃吧。”
32 耶稣对他们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
33 门徒就彼此说：“难道有人拿什么给他吃了吗？”
34 耶稣对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要遵行差我来那位的旨意，完成他
的工作。
35 你们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
田观看，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
36 收割的人已经得工钱，为永生储存五谷，使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
乐。
37‘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
38 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辛劳的；别人辛劳，你们享受他们辛劳的
成果。”
39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他
把我素来所做的一切事都说了出来。”
40 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就在那里住了
两天。
41 因为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
42 他们对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我们亲
自听见了，知道这人真是世界的救主。”

教牧的话
鉴于疫情有越趋严峻，卫生部于（9 月 6 日）发布文告，所有人，尤其
是年长者或和年长者居住的民众在下来两周应减少非必要的社交聚会，
公众一天只应出席最多一次的社交聚会。教牧团于星期二开会，为配合
政府的防疫措施及以弟兄姐妹的安全着想，即时暂时所有在教会实体的
活动至本月 22 日，看事态发展再作决定。
虽疫情反复，但感恩的是，弟兄姐妹都很安稳的生活，特别是年长者都
得到家人很好的照顾。是的，属上帝的儿女，实在经历到主耶稣所赐的
平安是何等的真实与宝贵，不单能帮助我们经过苦难，更能胜过苦难。
（约 16:33）
九月份是感恩堂的宣教月，在这月份教会会特别把焦点放在宣教。疫情
缘故，连实体聚会都不能，更何况是谈宣教？所能做的似乎很有限，其
实不然。回顾教会历史，福音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势力所能难阻，包括天
灾、疫症、逼迫、苦难。相反，藉这些难阻，让福音传得更远。在这星
期，华语崇拜开展新一轮的线上的启发课程，有 14 位非信徒参加，当
中有来自海外。粤语亦因近期有为数不少的新来宾固定参与崇拜，因此
成立了一个新的夫妻小组。
宣教方面，我们的宣教士，有已回来的，他们“身”虽不在工场，
“心”却与他们同在，通过互联网，继续作牧养与教导的工作。有选择
留在工场上的，他们不是不想回来，因实在已很久没有见亲友与弟兄姐
妹。但他们所担心的是，回来后，因疫情不能再回去，所以选择留在工
场，让我们以祷告来记念他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宣教月，让我们向主继续保持开放的心，藉听
道，敬拜，灵修，祷告，更能体贴上帝的心肠，预备自己来被主所用。
愿上帝赐福与你们！
简文石牧师

教会代祷事项
国际
1. 请继续为阿富汗的局势祷告；
2. 国际间能彼此合作去控制疫情，也特别为我们邻国的疫情祷告。
本国
1. 疫情能受控；
2. 受疫情困扰者；
3. 政府在防疫与维持经济所推出的措施能有成效。
宣教
1. 为宣教士们祷告（包括感恩堂与其他教会）
1) 在工场上的，远离病毒的侵袭；
2) 坚定他们为主所作的工。
3) 因疫症回国的，求主继续使用他们。
2. 感恩堂的宣教工作能不断被提升，更多弟兄姐妹愿意参与宣教，这
包括金钱上的奉献，祷告与成为宣教士。

感恩家讯
1.实体崇拜与聚会通知
新加坡卫生部最新的控制疫情措施，呼吁全新加坡居民在接着的两星
期，减少非必要的社交聚会。
教会因此决定从 9 月 8 日至 22 日停止所有实体活动与聚会。9 月 19
日的宣教主日，因聚会暂停，改为线上崇拜。请已报名参加当日实体
崇拜的弟兄姐妹，不要前来教会崇拜。
让我们同心信靠主，同心为世界、以及新加坡的疫情仰望祷告主，求
主怜悯看顾，抑制疫情的蔓延。

2.联合祷告会
日期：9 月 24 日（星期五）
时间：晚 8.00 时
线上祷告会的邀请，你只需下载 Zoom, 就可以参与有视象，声音的
祷告会，当天会把上线资料 Whatsapp 给你们。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藉着祷告来仰望及寻求神的心意，为世界、
国家、教会祈祷。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一起祷告。
3. 第二次牧区会议
第二次牧区会议将在 9 月 25 日（星期六），下午 4 时，在教会进
行。请所有教牧，执事及本处传道注意。
4.感恩堂（兀兰）过渡期
我们的兀兰事工将在今年年底关闭。这是教牧团与执事团队经过沉重
的思考才决定，把这项上帝在 25 年前呼召我们进军北部的兀兰事工
画上句号。虽然在这几年发生了很多事，我们还是感谢赞美主，因为
我们看见上帝在弟兄姐妹身上所赐下的祝福和恩典。
尽管如此，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季节即将结束，作为全体教会，我们希
望在此等候主，让他带领感恩堂要如何成为我们周边社区的祝福。
这是写给兀兰会众信函，若想知道详情请点击此处。

粤语崇拜消息
1.欢迎
感谢李重贤牧师在粤语崇拜证道，分享上帝的话语，彼此提醒和鼓
励。愿上帝继续祝福和使用李牧师。
欢迎主内弟兄姐妹及朋友一起同心敬拜上帝。特别欢迎第一次在我们
当中参与崇拜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愿天父的慈爱和公义继续引领祝福。
2. 下周宣教主日 （线上崇拜）
讲 员：林建隆牧师
3. 姐妹会九月份线上 zoom 聚会
日期/时间：9 月 12 日，下午 4 时
凡有意参加者请向冼凤珍姐妹 97850279 报名並了解详情。

请注意:
1） 通过 PayNow 奉献 (UEN S87CC0539B)
1. 登入银行运用程序, 扫描二维码或输入 UEN 号
2. 输入所要奉献的数额.
3. 在“UEN/Bill Reference No.”，注明：
姓名 - 粤语(C) -种类(奉献–O, 什一–T,感恩–TG,宣教-M)
例子： May-C-T500,TG100
由于空格有限，请使用以下的代号
2） 通过银行户口

Bank Name: DBS Bank
Account Name: Kum Yan Methodist Church
Account No: 033-002463-0

电邮以下资料给 joanna@kumyan.org.sg
a)姓名/代名 b)所属崇拜 c)项目 (奉献、什一、感恩或宣教)
*注：您在转账时输入的资料不会显示在我方的银行账单上
3） 其他方式奉献
请把献金存起，待回到教会后一起奉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牧团
主理牧师
协理牧师
崇拜主理传道
协理传道
事工同工
吴淑琴姐妹(青少年)
佘贵英姐妹(青少年)
陈莉真姐妹(宣教)
陈凯文弟兄(儿童)
事务同工
曾昭文弟兄
李源福弟兄
汪倩云姐妹

林建隆牧师
简文石牧师
谢石金传道
刘宝仁传道
林尚莹传道

黄仲尹传道
郭鹭珠传道

行政同工
潘慧明姐妹
简碧仪姐妹
符懋玲姐妹
余秀美姐妹(兀兰)
财务同工
李忆鸿姐妹

陈勇畅传道

粤语崇拜事工管理委员会
教牧
简文石牧师
郭鹭珠传道
委员
张达德
李丽珍
李澄晹
邓志儿
梁炎兴
梁丽英
张亮贤
陈惠恩
卢学勤
萧美霞
许昭荣
林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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