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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程序 

宣召     取自路加福音 21:27,28    主领 

点烛  唐美安姐妹 

唱诗  会众 

祷告  主席 

唱诗  会众 

读经 马可福音13:24-37 叶敏俐姐妹 

证道     圣经所说的盼望 陈振忠长老 

翻译  唐美安姐妹 

回应  会众 

公祷  卓俊宏传道 

信仰宣告       使徒信经 会众 

家事报告  卓俊宏传道 

唱诗               三一颂 会众 

祝福  卓俊宏传道 

殿乐  司琴 
 
 

 
 

 

 
 

 

今日司事同工 

主席 唐美安姐妹 司琴 洪依婷姐妹 

助唱 李国雄弟兄、刘李丽执事 

音响 王友茂弟兄 投影 谢秀珍姐妹 

剪辑 姚家慧姐妹 

影像控制 卓俊宏传道 

主日音响/投影 梁树基弟兄、冼雄基弟兄 



《心灵·新语》                                                      2020.11.29              

  在疫情中遵守上帝的话 
 

        冠状疫情的到来，把世人的美梦打破，这不是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的

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冠状疫情不但使世人陷入恐慌，也让经济崩

溃，好些人面对裁员、家庭陷入苦境。无论如何，这时候的人心里只有一

个期盼，就是希望疫情可以赶快过去，大家可以走出疫情的困境，让一切

回复正常，人们可以再一次的享受安居乐业的生活，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

件事。     

    原来，我们对许多事都没有把握，我们已经不能回去像过去那样的安

然自在、那样有规律的生活，我们面对的是冠状疫情的困境，这个困境让

我们死去活来，不知如何是好？我们感到很沮丧与无助，因为从以前到现

在，从来就没有这么艰难过！ 

我们既然不能改变目前的生活常态，那我们要如何面对未来新常态的生

活呢？为此，我们不但要检讨过去的生活心态，我们更要重新学习新秩

序，好让我们可以应对新的生活之道。其实，越是艰难的时候，我们越是

要提醒自己，这正是我们聆听上帝话语的时候了；不然，我们还以为可以

靠自己胜过这一切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诗篇 78 篇让我们看到诗人在黑暗重重的环境下，他仍然强调上帝的

话语的重要性，他在第 1 节说，“我的民哪，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

耳听我口中的话。”第 5 节也说：“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

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诗人告诉我们，当我们处

在逆境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谨守上帝的法度与律例。 

        为什么诗人一直强调我们要在困境中谨守上帝的法度与律例呢？原

来，能够就我们脱离苦境，或者说在苦境中仍然有盼望，不是因为我们的

经验多，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多，不是因为我们的人脉广，不是因为我们

的资金够雄厚，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后台，这一切都不是，苦难中有

盼望的关键在于上帝的律例与法度。 

        无可否认，疫情的到来，我们的生活肯定会改变的，但什么是不会改

变的？只有上帝的话是不会改变的。即是如此，我们就要在这会变的时代

中以不变的真理来回应。换句话说，我不可以因为疫情让我们乱了阵脚，

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仔细聆听上帝的话，倾听祂要对我们说什么！愿主

帮助我们，阿们。 

                                                                                                

                                                                                               ～傅建议助理牧师 



讲题/经文：圣经所说的盼望 / 马可福音13:24-37 

以下是由讲员陈振忠长老提供有关“盼望”的经文参考。 
 

“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诗篇 27:14 
 

“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诗篇 147:11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我们又藉着他，因

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

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

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罗马书 5:1-5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耶利米书 29:11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藉着圣

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罗马书 15:13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罗马书 12:12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希伯来书 11:1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以赛亚书 40:31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

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罗马书 8:24-25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

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彼得前书 1:3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

得着盼望。” 

罗马书 15:4 
 

“主阿，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 

诗篇 39:7 



  不 住 祷 告 ，凡 事 谢 恩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
你们所定的旨意。”                           ～帖前 5: 16-18～ 
 

 

 祷告事项 

主日 

诗 147 

歌 5 

主啊，祢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祢手的工作，天地要

毁灭，祢却要长存。只有祢永不改变，祢的年数也没有穷

尽，我们要赞美祢直到永远。（诗 102） 

礼拜一 

诗 148 

歌 6 

主啊，求祢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不要让我们像列祖硬着

心，好像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的日子那样，试探

祢、考验祢，而是要谨守遵行祢的话。（诗 95） 

礼拜二 

诗 149 

歌 7 

主啊，求祢恩待那些遭患难、身处逆境的弟兄姐妹，求祢

听他们的呼求，叫他们的心仰望祢，使他们有信心面对未

来，并靠祢心中有喜乐与平安。（  诗 86） 

礼拜三 

诗 150 

歌 8 

主啊，求祢看顾教会的教牧、长执与各事工的领袖，叫他

们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人、不争兢、只要温

和、爱慕善工、善于教导，并努力成为众人的榜样。 

（  提前 3） 

礼拜四 

箴 1:1-7 

赛 1-2 

主啊，求祢广施恩典，帮助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赐给他

们诸般的智慧，在福音的禾场上劝诫各人、教导人，并靠

着耶稣基督把众人完完全全地引导祢的面前。（西 1） 

礼拜五 

箴 1:8-33 

赛 3-4 

主啊，求祢恩待新加坡，让政府及国民知道是祢的恩典与

怜悯，国家才可以安定，国民才能过正常的生活。求祢带

领政府遵行祢的道，并带领国民走在正确的方向。       

（诗 27） 

礼拜六 

箴 2 

赛 5 

主啊，求祢赐福明天的崇拜会，恩膏讲员洪国雄助牧有属

灵的智慧传讲上帝的话语，也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主的

道，愿各同工所献上的服事蒙主悦纳。（诗 19） 



家事报告 
 

1. 中文事工将于将临期 11 月 29 日开始恢复每周崇拜，崇拜的时间则

改在每个主日早上 8:00 至 9:15，每次崇拜只限 100 人，报名详情请

参考周报插页，请大家留意。 
 

2. 虽然我们已经恢复了主日崇拜，但我们依旧保留网上的崇拜。会众

可在主日上午 8.00 透过链接 Youtube 的视频参加网上预录崇拜，然

而我们更鼓励大家尽可能参与实体的主日崇拜。 
 

3. 教会执事会改选定于 2021 年 1 月 16 日至 17 日举行，会友可以从今

天起至 12 月 6 日推举适合的会员参加选举。候选者的年龄必须超过

21 岁，为教会会员至少 3 年，并符合圣经所描述对执事的要求。提

名者必须先获得被提名者的同意，且得到 5 位会员的附议，而每位

会员只能担任一次提名者或附议者。提名表格可向名誉秘书林蔼艳

执事（ Deaconess Deborah Lim）或教会办事处索取。请在截止日期

以前将填妥好的表格交回办公室。至于投选方式，教会将使用谷歌

表格进行投票。只有教会的行政人员处理你的选票，且是完全尊重

隐私和保密的。 
 

4. 中文事工正在招募负责投放 PPT、音响操作及录制剪辑的同工。凡

愿意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请联络李梅珍姐妹（手机 96666491）。 
 

5. 每年圣诞节前的四个主日（今年从 11 月 29 日开始）到圣诞夜称为

将临期（Advent），是教会的节期之一。尽管没有圣经的命令，基

督的教会和门徒依然在这个时期翘首盼望、耐心等候，不仅是为了

纪念将临期的本来的意义——两千年前耶稣的降生，也在这个时期

预备自己的心等候耶稣的再来。 
 

6. 为了使运作顺畅，教会采用了 eventbrite app 登记订票，订票以

“先到先得” 的方式进行，人数限制在 100 人。每人都需要一张

票，包括儿童和婴孩，参加崇拜者必须凭票入场。会友可上教会的

网页或链接 https://cs06122020.eventbrite.sg 登记订票。若有任何

疑问可来电向李梅珍姐妹（96666491）、卓俊宏传道

（88221683）或傅建议助牧（90081007）询问及报名。 
 

 

 

 
 

 



 

 

 

 

 

 

 

 

 

 

 

 

 
 

 

 

 

 

 

 

 
 

 

 
 

 

 
 

 

 

 

 

 
 

 
 

 

 
 

 

 
 

 

 
 

 

小组聚会 
 

小组 日期/时间 联络 

丰加小组  

暂停 

陈常茂执事 

忍耐小组 黄庆忠弟兄 

喜乐小组 骆美玉姐妹 

信实小组 周龙江弟兄 

恩慈小组 卓俊宏传道 

 

 

   将临期第二主日（2020 年 12 月 6 日）司事同工 

讲员 洪国雄助理牧师 

讲题 耶稣：降世的信息（马可福音1:1-8） 

读经 苑会梅姐妹 

主席 唐光临弟兄 

司琴 潘丽珊姐妹 

公祷 唐美安姐妹 

家事报告 卓俊宏传道 

助唱 何丽华姐妹、黄宝玲姐妹 

音响 王友茂弟兄 投影 饶芝迎姐妹 

剪辑 姚家慧姐妹 

影像控制 谢子栋弟兄 

主日音响/投影 叶国家弟兄、冼雄基弟兄 

 

 



 

 

 

 



事关：中文事工主日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中文事工将从 11 月 29 日开始恢复每周实体主日崇拜，崇拜地点在三楼圣

殿，崇拜人数只限 100 人。崇拜时间则提前在 8am 开始，请大家留意。

当然，我们需随着政府政策的改变做出调整。兹将主日崇拜的资料列如

下： 

 

1）下次主日崇拜日期与时间： 

      12 月 6 日（星期日）——8.00-9.15am   

 

2）主日崇拜地点：三楼圣殿 

 

3）主日崇拜形式： 

      由于目前还不允许在崇拜时唱诗歌，所以崇拜的诗歌仍然以播放形 

      式呈献，而其他的环节将尽量在现场进行，如宣召、祷告、读经、 

      证道、公祷、信仰宣告、圣餐及祝福。 

       

4）主日崇拜时限：1 小时 15 分 

 

5）主日崇拜人数： 

      每次崇拜只限 100 人参加 

 

6）报名方式： 

      可上教会的网页或链接 https://cs06122020.eventbrite.sg 登记订票， 

      会友必须凭票入场。若有任何疑问可来电向李梅珍姐妹  

（96666491）、卓俊宏传道（88221683）或傅建议助牧（90081007） 

  询问及报名。 

 

 

 

 

 

 

 

https://cs06122020.eventbrite.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