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
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
敬畏。因万民的神明都属虚
无；惟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
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
与华美在他圣所。
诗篇 96 篇 4 至 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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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语主日崇拜
**线上崇拜**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廿二日上午十一时正
圣经公会主日

宣道：陈业伟牧师

宣召：
歌颂赞美：
祷告：

扬声赞美



祷告敬拜

聆听主话

扎根真道



哥林多前书 15：20-28
新加坡圣经公会宣传视频
帖撒罗尼迦前书 2:9-13
「满有生命力的福音见证」


回应诗：
奉献：

读经：萧丽珍姊妹

诗篇 96 篇 4 至 6 节
《荣耀归真神》
《天父必看顾你》
梁丽英姊妹


启应经文：
短片：
经文：
宣道：

主席：郭鹭珠传道

奉献委身

家事关怀



《因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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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
祝福：
诗歌：

主祷文
简文石牧师
《赐福与你》

安静祷告、主赐平安

启应经文

（和合本修订版：哥林多前书 15：20-28）

启：
应：

其实，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既然死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

启：
应：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同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然后在
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于基督的。

启：

再后，终结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
有权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给父上帝。
因为基督必须掌权，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

应：
启：
应：

他要毁灭的最后仇敌就是死亡。
因为经上说：“上帝使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然说万物
都服了他，那使万物屈服的，很明显地是不在其内了。

同声： 既然万物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顺服那叫万物服他的，
好使上帝在万物之中，在万物之上。

教牧的话
敬拜与事奉（三）--果效的不同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
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 12：1）
*事奉可翻译成敬拜
前两周与你们一起思想敬拜与事奉两者间的不同—身份不同，优次不
同，今天与你们思想的是果效的不同。
敬拜：强化我们是上帝儿女的体会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有时会有患得患失的感觉，总是想要肯定，要证明
自己是上帝的儿女，不是通过工作与事奉，敬拜是唯一的途径。
事奉：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
敬拜是直接来到上帝面前，事奉却是通过一个平台—世界，通过服事人
来事奉上帝。当我们愿意以上帝的爱，特别是有立场的，有原则的去服
事，去爱人。往往换来的不是赞赏，感激与认同，反而视我们为多管闲
事，弱者，有其他企图，不识时务，结果是被针对，被误解，被欺负，
被排斥，甚至视我们为敌人。往往是通过敬拜，事奉者经过挣扎，受
伤，在基督里被医治，重新调校焦点与上帝，生命便会更新，属灵生命
便能成长。
耶稣耶稣也是通过苦难来学习顺从，更何况是我们呢？
（希伯来书 5:8）
最后，想与你们思想有关怎样从敬拜进入事奉，从上帝儿女成为基督的
奴仆？
这转变可以是在转瞬之间发生。当敬拜者与上帝连结，领受到的是上帝
那份牺牲毫无保留的爱，深深体会上帝对失丧灵魂的焦急，敬拜者就会
以这眼光来看世界，以这份爱去爱人。他便会将自己上帝儿女身份放
下，甘愿成为基督的仆人，去爱人，去服事人。
祝福各位：愿我们每一位都能过一个敬拜的人生，一个事奉的人生！
简文石牧师

教会代祷事项
1. 各国政府能携手合作，共同抗疫，并疫苗能早日被研发出
来。
2. 本届美国总统大选已尘埃落定，但仍有其不稳定因素。祷告
新选上的总统能有智慧如何修补国民之间因选举所造成的撕
裂。
3. 新加坡疫情能进一步舒缓，政府所推动重启经济的政策能有
效落实。
4. 第四十五届华人年议会已顺利进行，完满结束。上一届会长吴
乃力牧师在第一次选举中已获选连任，可见是众望所归。为年
议会能顺利进行感恩，为新一届所选出的各部主席与委员，特
别是会长祷告。求主藉卫理公会在这非常的时期，为主而能对
新加坡作出非常的贡献。

感恩家讯
1. 新加坡基督教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 - 第四十五届议会
1）年会会长
第四十五届年议会于 11 月 16 至 19 日顺利进行了，吴乃力牧师（博
士）再度被委任为年会会长。他将会以会长带领年会为期 4 年。
2）教区长（第三教区）
在同样年议会中，严家慧牧师（博士）被委任为本区（第三教区）
教区长，接替即将退休的吴奕贤牧师。
3）年会委任
委任至卫理公会感恩堂的牧师保持不变。林建隆牧师被委任为本堂
主理牧师，及简文石牧师被委任为本堂协理牧师。
2. 崇拜新常态
感谢主！从 10 月 3 日开始，教会崇拜可容纳 100 人。教会仍必须
采取安全的管理措施以减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density) — 来崇拜者按照区域入座，每一区
最多只可容纳 50 人，需保持一米的安全距离；两区之间必须有明
显的差距，可采用实体的隔板或至少三米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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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区域要有分别的入口/出口 或 错开出入时间
以至来自不同区域的与会者在出入时不能交叉；
*聚会时间 (duration) — 尽可能短，崇拜后马上离开。
3.不可在教会停泊车辆
教会停车场只供应给教会同工及来教会服事的义工。由于设立了安
全管理措施，停车位减少了许多，其余的车位只能停泊福音车及前
来教会施工的车辆。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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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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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语崇拜消息
1. 下周主日：讲 员：林德平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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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堂粤语 实体圣餐崇拜
日期：12 月 6 日（主日）, 上午 11 时
地点：感恩堂二、三楼崇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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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截止日期：11 月 24 日
鼓励以 5 人或以下的组合一起报名和坐席、方便安排最多的座位及
符合安全距离。与会者限于 100 人，报名后，要收到教会通知確
定，才可前来参加崇拜。
5. 感恩堂圣诞联合实体崇拜
日期：12 月 20 日（主日）,
时间：上午 10 时
地点：感恩堂二、三楼崇拜厅
报名：直接向各语音崇拜的教牧领袖报名。
回复崇拜短讯报名通知， 或向张达德
93367293; 简师母 98246055 报名。
截止日期：12 月 6 日
 由于人数只限 100 人，各语音崇拜有名额限制，欢迎各语音的弟兄
姐妹尽快报名。若政府增加崇拜人数，教会将作出调整和安排。
 鼓励弟兄姐妹以 5 人或以下的组合一起报名和坐席，方便教会安排
最多的座位，以符合安全距离的规定；
 实体联合崇拜约 60 分钟，教会大门 9:20am 开放，参与者请在
9:45am 前到教会进行注册登记手续；
 当天联合崇拜教会将安排 Zoom 和 YouTube 现场直播。若您没有再
收到教会通知，请不要自行到教会参加联合崇拜。

6. 寻找失联会友
寻找失联会友，若有他们的消息：请联络有关教牧或办公室：
郑莲好，钟玉玲，何亚添，何应权，陈菓英，黄亚铖，
袁鸣，呂志伟，呂桂萱，陈笑英，邓瑞红，黄萍娇，黄维丽
7. 肢体消息
1）本堂会友徐藉思姊妹于 11 月 7 日安息主怀，已于 11 月 11 日
出殡。求主的灵安慰其家属。
2）卢均海弟兄于 11 月 15 日安息主怀，已于 11 月 18 日出殡。求
主的灵安慰其家属。
********
上周探访：
邓学雷、黄彩英、梁兴祥、麦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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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题：满有生命力的福音见证

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 2:9-13（和合本修订版）
9 弟兄们，你们记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上帝的福音给你
们，免得你们任何人受累。
10 我们对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正直、无可指责，这有你们作
证，也有上帝作证。
11 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待你们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
12 我们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使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
们进他自己的国、得他荣耀的上帝。
13 为此，我们也不断地感谢上帝，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上帝的道
的时候，你们领受了，不以为这是人的道，而以为这确实是上帝的
道，而且在你们信主的人当中运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