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华啊，大水扬起，大水
发声，大水澎湃。耶和华在高
处大有威力，胜过诸水的响
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啊，
你的法度最为确定；你的殿宜
称为圣，直到永远。
诗篇 93 篇 3 至 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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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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建隆牧师
简文石牧师
郭文超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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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淑琴姐妹(青少年)
佘贵英姐妹(青少年)
庄兆慧姐妹(兀兰)
陈莉真姐妹(宣教)
陈凯文弟兄(儿童)
财务同工

李忆鸿姐妹
行政同工

事务同工

曾昭文弟兄
曾世敏弟兄
李源福弟兄

潘慧明姐妹
简碧仪姐妹
符懋玲姐妹
余秀美姐妹(兀兰)

粤语主日崇拜
**线上崇拜**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时正
宣道：林建隆牧师

宣召：
歌颂赞美：
牧祷：

扬声赞美



祷告敬拜

聆听主话

扎根真道



罗马书 14:5-12
创世记 12:1-9
「上帝呼召亚伯拉罕」


回应诗：
奉献：

读经：冼凤珍姊妹

诗篇 93 篇 3 至 5 节
《唯有耶稣/祢是配得》
《奇异恩典》
简文石牧师


启应经文：
经文：
宣道：

主席：林惠娟姊妹

奉献委身

家事关怀



《传给万邦的故事》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阿们。

～ 预备电子奉献，或回教会后一起奉献
报告：
诗歌：
祝福：
诗歌：

主祷文
简文石牧师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安静祷告、主赐平安

启应经文
启：
应：

（和合本修订版：罗马书 14：5-12）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各人要在
自己的心意上坚定。
守日子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上帝；
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他也感谢上帝。

启：
应：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
我们若活，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死，是为主而死。所以，
我们或死或活总是主的人。

启：
应：

为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作死人和活人的主。
可是你，你为什么评断弟兄呢？你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
因我们都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

启：

经上写着：“主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称颂上帝。”

同声： 这样看来，我们各人一定要把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交代。

教牧的话
每年的九月是教会的宣教月。感谢神能让我们在一年中分别整个月来
关注宣教。我们教会对宣教的方向是什么呢？教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
多元化宣教行动，让大使命成为教会的脉搏。意思是说我们不会把宣
教只视为教会的一个活动方案，宣教更必须是教会和每位信徒的焦
点。这是我们进深门徒训练的结果。
去年，我来到这个教会，我发现教会在宣教方面一直很活跃。我们宣
教事工的开始可以追溯到 1990，当时教会差派卢敏儿姐妹, 她是我们
第一位宣教士。在 2002 年，当教会差派智庠，教会的第一个宣教家庭
时，再次激发了宣教事工后，宣教士的数量和宣教事工范围开始成长
茁壮。
为了保持这成长的步伐，我们重新检视我们的宣教政策。过去几个
月，我们的宣教委员中的几位成员埋头研读了档案中的每一个部分。
我们从智庠的宝贵宣教的经历吸取精华，同时也请教了陈锦华牧师，
2014 年原版宣教策略的作者。我们趁宣教士们在农历新年回国时，访
谈了他们，也倾听他们的观点。我们的用意是想将政策作适度的调
整，使得我们的宣教士能成就上帝对他们的呼召与托负。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大家都必须适应我们的新常态生活作息。同样
的，城市宣教正不断的在演变中，我们的宣教士亦必须有対策并勇敢
地去面对一些以前没做过的事。他们必须有意愿学习新的技能以及凖
备好接受新的挑战。一些宣教士的顾虑是因为行动追踪机制的启动局
限他们的工作环境，签证项目的选择亦受到限制。
在这些多重的挑战之下，务必在祷告中记念我们的宣教士。鼓励大家
写小卡片，为他们加油打气，或为他们送上小礼物。这些举动都能让
他们感受到我们在他们的事工上是同行的，也不要忘记藉着参与宣教
奉献来表示支持。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 10:13 ）
林建隆牧师

教会代祷事项
1、我们的宣教事工，无论在得时不得时都能结出圣灵的果子。
2、在疫情的笼罩下，赐智慧和属灵眼光给我们的宣教士。
3、保守我们的宣教士能按着标杆直跑，得着美好的结果。

感恩家讯
1. 第十二届新加坡卫理公会总议会会议
第十二届新加坡卫理公会总议会会议已经从 9 月 7 至 11 日进行，在
此恭贺黄昌荣会长，被选为新加坡卫理公会 2021 - 2024 年新任会
督。黄牧师是三一年议会的会长。同时张振忠会督成为荣誉会督。
2.联合祷告会
日期：9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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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日（星期六），下午 1.30 时，通过
Zoom 进行。请所有教牧及执事注意。
4. 以色列日历
20 份以色列日历（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12 月）将以$13 出售(包括
邮费）。所得款项将归入宣教基金。欢迎向莉真姐妹（手机号码：
96612411）订购，附上地址，以便邮寄到您家。
5. 崇拜新常态
虽然公众崇拜可以于 6 月 26 日开始恢复，但按政府指引，教会仍
必须采取安全的管理措施以减低：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density) — 一次崇拜最多只可容纳 50 人，
且需保持一公尺的安全距离；
*传播风险 (intensity) — 不能够敬拜赞美，任何时候都需戴上口
罩，不可闲聊；
*聚会时间 (duration) — 尽可能短，崇拜后马上离开。
6.教会教牧同工居家办公
居家办公会按照政府的规定展延，直到另行通知。若有任何需要，
可通过教会的电话号码联络同工。

粤语崇拜消息
1. 下周主日（宣教主日）：讲 员：陈方牧师
2. 粤语事工聚会通告
在这段疫情期间，粤语事工的主日学、小组、丰彩庭、姐妹会、祈
祷会，都相继举办了线上聚会，这样的安排能让弟兄姐妹在家仍能
学习圣经、同心祷告分享与及团契。
3. 崇拜预防措施安排
教会的主日崇拜将继续按照政府的指引措施，以线上崇拜的方式
举行。鼓励大家以电子转账方式奉献，或将奉献分别为圣收好，
等回教会崇拜时，一起奉献给主。
让我们继续同心仰望依靠主，求主怜悯抑制疫情，国家社会经济
发展、人们生活都能早日恢复正常。
4. 圣诞节洗礼
今年的圣诞节洗礼开始接受报名，凡有意參加者，请向教牧同工
查询並了解详情。
5. 感恩堂粤语 实体圣餐崇拜
日期：10 月 4 日（主日）, 上午 11 时
地点：感恩堂六楼崇拜厅
报名：直接回复教会发出的崇拜短讯通知，
或向张达德（电 93367293）
简师母（电 98246055）报名
与会者限于 50 人，参与聚会也必须遵守政府规定。报名后，若没
有再收到教会通知，请不要自行前来参加圣餐崇拜。
6. 门徒课程
新一屆门徒一课程已於 30/8 举行献心礼並於 13/9 开始，是次暫
時以 Zoom meeting 视象聚会进行。
导师：简文石牧师
助教：许昭荣、林惠娟
学员：15 位请祷告课程进行順利，各參加者都能领受这丰盛的 34
课门徒旅程。
********
上周圣餐探访：
袁秀英，周笑明，何惠卿，马百成，麦伟揚，周宝娟。

For Internet Banking 通过银行户口:
Bank Name: DBS Bank
Account Name: Kum Yan Methodist Church
Account No: 033-002463-0

For PayNow：
UEN S87CC0539B

请注意:
1）通过 PayNow 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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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代码
3. 在“UEN/Bill Reference No.”
粤语崇拜
注明：姓名-崇拜代码-奉献种类
例如： May-C-T500,TG100
英语崇拜
由于空格有限，请使用以下的代号
华语崇拜

奉献种类
– C

奉献 – O

– E

什一 – T

– M

感恩 – TG

青年崇拜 – Y
2）通过银行户口:
电邮以下资料给 joanna@kumyan.org.sg
兀兰崇拜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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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道

宣教 - M

讲题：上帝呼召亚伯拉罕
经文：创世记 12:1-9（和合本修订版）
1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
地去。
2 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
3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必
因你得福。”
4 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得也和他同去。亚伯兰离开哈兰的
时候年七十五岁。
5 亚伯兰带着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得，以及他们在哈兰积蓄的财物、获得
的人口，往迦南地去。他们就来到了迦南地。
6 亚伯兰经过那地,直到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当时迦南人住在那地。
7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
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8 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棚；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
艾。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
9 后来亚伯兰渐渐迁往尼革夫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