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崇拜第二十九期 18.7.21

哈利路亚！你们要
赞美耶和华的名！
侍立在耶和华殿
中，耶和华的仆
人，侍立在我们上
帝殿院中的，要赞
美他！
诗篇 135 篇 1 至 2 节

粤语圣餐主日崇拜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时正
**实体+线上直播崇拜**
宣道：郭鹭珠传道

主席：李澄旸弟兄
领唱：孔淑贞姊妹
扬声赞美

序乐
宣召：
歌颂赞美：
祷告：

读经：许彩嫦姊妹

祷告敬拜

诗篇 135 篇 1 至 2 节
《主爱浩大》
《全因基督》
梁丽英姊妹
聆听主话

扎根真道

*认识上帝经文：
*荣耀颂及使徒信经：
经文：
哥林多前书 11:23-29
宣道：
「虔诚敬拜 虔守主餐」
奉献委身
回应诗：

家事关怀

《遵主恩言》

圣餐：
奉献: 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
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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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建隆牧师
《预备》
默祷散会

主赐平安

宣道
讲题：虔诚敬拜 虔守主餐
经文：哥林多前书 11:23-29（和合本修订版）

23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
夜，拿起饼来，
24 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
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
25 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
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记念我。”
26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
27 所以，任何不按规矩吃了主的饼，喝了主的杯，就是干犯
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
28 人应该省察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29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他的吃喝就是定自己
的罪了。

教牧的话
上周，我分享了借着小女儿暄愉(Thea) 的在没有人扶助下踏出她人生
中第一次的那几步，让我联想到神因我们的一些行动而感动的欢欣。当
我们也踏出那第一步时，我们的天父爸爸也会是何等的喜乐 - 我们第
一次的祷告，我们第一次去信靠祂，我们第一次的信仰见证分享！我挑
战大家来认识到我们永远都不会太迟，无关年龄，在我们一生中都可以
有许多的＂第一次＂，尤其是属灵层面的！
但是，当我在经历暄愉第一次走出那几步的同时，也意识我是在经历
着＂最后一个的第一次＂。过去一些的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让我回
想到几个大女儿，她们在哪里，那时所走出的第一步。暄愉，我们最年
幼的孩子，最新所走出的“第一步” （也是最后）。
你会不会有些时候在生命中也有如此的经历呢？我们在那一刹那新的期
望和惊喜的同时，也参杂着一些的伤感。我当然不希望暄愉永远的爬来
爬去，但她停止爬行的日子也意味着她不再是个婴儿- 一个小孩子即将
登场了！我们再也无法回到她们那婴儿的时期了。
生命的演变是随着时间而往前，这种变化是我们难以捉摸的。 第一天
上班就是标志着经济独立的开始，却也表示着失去一些掌控时间主权。
你的孩子们都搬出去的那一天，也是为人父母心态转变的里程碑，同时
也是空巢期静悄悄的到来了。约会关系的开始也是单身生活的结束，但
也是要放下自己，学习彼此扶持的一条漫长旅程的开始。反之，丧失一
个关系难免令人心碎，不过，也是开启一条探索、复原和迈向更丰盛的
新旅程。
在每一刻，让我们与诗篇的作者一样，领悟到虽然我们的一生是短暂的
(诗 103:15-16），但天父的眼目都在看着我们的每一天(诗 139:16）;
你出你入，祂都永远看顾着你们 (诗 121:8）。就因为这慈爱的神看顾
我们的每一天，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感受到我们每一絲情绪和
掌管着我们的明天，我们才全然的将我们生命中每一个阶段交托给祂。
正如我们无法重温某些日子一样，我们永远不会有像现在这样的机会，
在这个里程碑中敬拜主。我们珍惜每一个当下，向神倾吐我们的感谢，
甚至是坦诚的忏悔，或是后知后觉的醒悟，把这些献上当做赞美的祭
品。我们不要被过去的悲痛或对未来的预盼所影响，却忽视了献给祂我
们每件事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
黄仲尹传道

教会代祷事项
为新加坡和感恩堂的年轻人代祷
约西亚王十八年，大祭司在圣殿里发现律法书，之后律法书被送到约西
亚王那里（列王纪下 22 章）。
当 26 岁的约西亚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后，他撕裂衣服，惊恐地向上帝
哭泣（19 节）。以色列背弃了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他们既没有听从律
法书上的言语，又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他们的去行。因此，上帝即将向
他们大发烈怒。
约西亚王正视问题，立即采取行动来扭转局势。但他并没有成功。数十
年来，以色列人离弃上帝，向别神烧香，也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语，他们
的心已经刚硬，无法在一夜之间改变。
由于年轻的约西亚王敬服上帝、在上帝面前谦卑，上帝没有立即降与以
色列灾祸，而是推迟了一代人的时间（20 节）。
祈求上帝：
1) 在感恩堂和新加坡兴起新一代的儿童和青年，他们有纯洁的心灵，
既敬服上帝又忠于上帝。
2) 他们热爱上帝的话语，活出上帝的话语，受圣灵的引导（罗马书
8：14）。
3) 他们的身份定位不取决于他们的职业、薪水、生活素质或外表。
4) 他们的未来不是由社会的期望而定，而是按上帝所预备叫他们行的
（以弗所书 2：10）。
5) 他们将为神所定的计划和荣耀而活。
"我是神的孩子
蒙神的救赎
受神的呼召
为神而活
凡事按神的真理而行"

感恩家讯
1. 2021 年 7 月及 8 月实体崇拜
感谢神，自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开始以来，在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的
努力下，本地的疫情局势已经受控，因此接下来政府将放宽部分的防
疫措施。感谢神，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政府的指示，为恢复实体崇拜做
准备。首先，我们将在 7 月恢复 50 人在圣殿的实体崇拜（无需活动
前检测），然后在 8 月我们将增加人数到 100 人（需活动前检测）。
我们将在 8 月进行活动前检测(PET)，你可以到受认可的诊所接受抗
原快速检测(ART)或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PCR)，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和
合作。卫生部不接受自助检测仪的结果。根据实体崇拜的日期，如果
已经在至少两个星期前完成接种第二剂疫苗，就无需活动前检测。每
个崇拜会因情况来安排 50 人或 100 人的聚会，敬请留意通知。

粤语崇拜消息
1.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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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主日-乐龄主日（线上崇拜）
讲 员：高明发牧师

3. 感恩堂粤语 实体圣餐崇拜
日期：8 月 1、15 日（主日）, 上午 11 时
地点：感恩堂二、三楼圣殿
报名：直接回复感恩广播网的崇拜报名通知，
或向张达德（电 93367293）
简师母（电 98246055）报名
*报名截止日期：7 月 27 日或满额为止
*8 月 1 日：100 人-政府规定需作活动前检测（PET），或在崇拜前
14 天完成接种第二剂疫苗；
参加崇拜者登记注册时，必须出示接种疫苗证明、或活动前检测
(PET)报告，否则将不被允许进入教会参加崇拜。
请务必携带以上有效证明或检测报告！
*8 月 15 日：50 人
（无需活动前检测及出示接种疫苗证明）；
报名：请直接向张达德（电 93367293）;
简师母（电 98246055）报名
*报名截止日期：7 月 27 日或满额为止
报名后，要收到教会通知確定，才可前来参加崇拜。
8 月份实体圣餐崇拜将同时以 YouTube 进行直播；
4. 丰彩庭 19 周年庆祝会
将在 7 月 22 日上午 10 时半在教会六楼崇拜庁举行，让乐龄弟兄姐妹
一同欢庆同颂主恩。50 人名额已满。
5. 粤语崇拜线上祈祷会
日期/时间： 7 月 25 日/上午 9 时
鼓励弟兄姐妹参加每个月的祈祷会，让我们同心为世界、国家、教会
祷告，若您有什么代祷的需要，请与教牧联系，我们也一同特别为您
祷告。同时也希望透过线上祈祷会与大家互相问候，彼此鼓励。教会
将在祈祷会前一天（24 日）发出网站连线，请在 25 日上午 9 点前,
点击连接网站，即可上线参加祷告会。
6. 2021 年 7-12 月粤语崇拜事奉人员、事工职员名单刊登在周刊最后两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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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理公会感恩堂 新加坡奎因街（三马路）一号
KUM YAN METHODIST CHURCH 1 Queen Street Singapore 188534
Telephone 电话: 6337-6196 Fax 传真: 6336-2559
Email 电邮: enquiry@kumyan.org.sg Website 网址: www.kumyan.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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