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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间，这会长职分的服事进入了第四年。

	 在第一年(2017)分享的主题《天父的花园》
我谈到年会妇女会像是一个联系各园丁团队(各堂
妇女会)的肢体，一起学习跟随主，顺服圣灵的引
导，在各角落建立有爱，有关怀的花园。借着圣
灵的能力，有接纳与包容，也有医治与修复。天
父的花园，让疲倦的…饥饿的…人们可以进来感
受天父的同在。

	 第二年(2018)主题《以玛利亚的心做马大的
服事》谈到主耶稣要我们察觉祂的爱，所以当我
们“以玛利亚的心做马大的服事”时，就可以在
周围的人事物中察觉到祂同在的爱。妇女会有来
自不同背景的姐妹们一起学习，殷勤的服事。当
我们是“以玛利亚的心(专注于主的同在)”服事
时，在忙碌中就不会慌乱，而且可以享受到与主
同工的喜悦。

	 第三年(2019)主题《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
妇女成了大群》，70周年妇女论坛讲员蔡慈伦牧
师提及“女性在寻找自己的声音时，首先要专注
聆听上帝的声音，进而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以
及他人的声音。”因此，要明白【主发命令】就
必须专注聆听上帝的声音。另外，从年妇的历史
探索中，也深深领悟到【传好信息】也正是妇女
服务会的使命与宗旨。因此，年妇近年来所推动
的培训，包括：独处静修、“基督里的良伴”成
长小组、“关怀布道法”课程等，希望能够帮助
我们学习专注聆听上帝的声音，并且装备我们在
见证、布道与宣教活动中传好信息。

	 第四年(2020)应该分享什么主题呢？在年妇
第44届的常年会员大会中，感谢年会会长吴乃力
牧师通过腓利比书三章13-14节分享了三个要点，
是值得我们去思考、检讨、并付诸于行动。

1. 维持现状不是上帝的心意

	 历史越久的组织或机构越会陷入维持现状的

会长：张雪霞

危机：反思这些年来
年会/堂会妇女会的情
况，是否十年如一日的
用同样的方式做同样的
事工？维持现状有多久
了呢？当我们拿起一个
职分时，心里想的是：照之前做的继续做，直到
任期结束。或是：上帝托付于我的是什么？有哪
些做事的方式是需要改进或改变的？

2. 在新时代与上帝一起探险

	 新时代有新的挑战，不能老是按以前的方
式。而当我们想回应新时代而要做一些更新和改
变时，首先需要愿意走出我们的舒适区，这肯定
会感到胆怯、没把握。但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
的应许，祂会与我们一起去探险。想一想，妇女
会在哪方面需要突破现状？是否有需要改变的？
愿意与上帝一起“冒险”去开展的事工吗？

3. 专注一件事，忠于上帝的呼召

	 明白上帝的呼召，并且愿意顺服将自己献上
做活祭。无论是个人灵命或服事的成长，或是妇
女会事工的成长，上帝喜悦我们有长进，就要心
意更新而变化。想一想，目前上帝要我专注的一
件事是什么？个人灵命的成长？服事的呼召？

	 妇女会的使命《认识基督，传扬基督》，这
些年我们的维持现状似乎是停留在“认识基督”
上，希望以上的三个要点帮助我们找回妇女会的
使命，要专注的一件事就是“传扬基督”。

	 最后，在此就以一段同样反映以上三个要点
的经文–罗马书12章1-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上
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
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
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
变化，叫你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
的旨意。”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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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神的人必蒙福

	 我们每个人都
希望能够一生一世
都蒙福，以赛亚书
33:15-16节教导我
们蒙福的管道。		
『行事公义，说话
正直，憎恶欺压

大巴窑堂：陈美美

上帝的应许与标准为我们处世原则 ～ 以赛亚书33:15-16

的财利，摆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
闭眼不看邪恶事的，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
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
绝』	。

	 圣经里的信息都告诉我们敬畏神必蒙福，
蒙福的管道是什么呢？那么敬畏神的人要怎样
行才能蒙福？必蒙什么福？

敬畏神：蒙福之道
	 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利，
摆手不受贿赂（赛15节）
	 从以赛亚先知记载了对不敬虔神的人的警
告，教导他们需要行公义、正直、不剥削穷
人、不接受贿赂和不参与设计谋害。

	 并且宣告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烈
火。是审判世人的；我们现在却因为耶稣基
督，可以因信耶稣而称义，而不是因行律法和
守诫命。感谢神拯救了我们，靠祂拯救的恩
典，成为了公义正直。因此，能够有力量不欺
诈别人、能够不听流血的话、能够施爱与人，
不对受苦者幸灾乐祸，明白这样的道必要蒙各
种福气。

敬畏神：必要蒙福
	 先知以赛亚说这样的人他必居高处，他的
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
不断绝（赛16节）
	 拥有这一切的人是由于生命的转变，思维
的悔改，而开始行走在神的道路上。这样的人
如果在患难的日子，上帝会保佑他，全能者要
作他的保障。他的粮必不缺乏，他们的水必不
断绝。那全能者必供应他们日用一切的需要，
所以敬畏神的人蒙福气而居高处，他们能够在
安稳之下享受神所赐下的各样福气，即使他们
经过惊涛骇浪，上帝也会特别顾惜与看顾他。

并且住在全能者荫庇之下，没有任何伤害可以
临到他，能够拥有居高处的福气，安稳的享
受神所赐下的各样福气，这是敬畏神的人必蒙
的“福”。

这样蒙福	诗篇128:1-4
1.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
福。

2.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
利。

3. 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
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
子。

4. 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

出入蒙福	申命记28:1-6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
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无论在哪里，无论
去哪里，都必蒙福”，“身所生的、地所产
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
福”，“一切多用的筐子、抟面盆都必蒙福”，	
“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这是上帝给我们蒙
福之人的应许，不但我们蒙福。我们的家和所
在之地都必蒙福。

后裔蒙福	诗篇37:25-29
	 “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
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
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义人必承
受地土，永居其上”(诗37:29)。
	 『祂的子民能与神同住，而眼必见王的荣
美，必见辽阔之地呢？』(赛33:17)敬畏神的人
所需要的由神供给，没有顾虑缺乏，神做坚固
保障；新天新地也必是义人及他们后裔蒙福的
份。

	 圣经里应许敬畏神的人会获得的福气太多
太多了，以上只简单地列出其中四种福，因这
文章篇幅不能完全讲述全部圣经里神要赐给我
们的各种福气。我们基督徒要蒙福，就必须过
敬畏神的生活，这是神应许唯一必能蒙福的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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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与喜乐

基督徒的言语

直落亚逸堂：陈淑德

感恩堂：李莲芳

	 常言道：知足常乐。

	 保罗教导我们：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
知足”。但人的欲望却
是无穷尽的，永远无法
满足于现状。当一个人
身无分文，只求温饱
时，也或许会觉得有衣
有食就感到满足了。

	 提摩太前书6:9-10
说：“但那些想要发财
的人，就陷在迷惑、落
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
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
坏和灭亡中。被引诱离

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在现在这个社会，人为了与时并进，生活要求越来越
高，住屋要求越宽敞，汽车越豪华，身上穿用的都讲求
名牌。

	 人若终日在追求财富，当然就会终日忧心忡忡，烦恼
钱不够用，怕别人瞧不起。这样的人生，不但无喜乐可
言，而且有无尽的烦恼。

	 我们活在世上，每个人都期望生活幸福美满，天天喜
乐过活。但是要如何能作到知足常乐呢!	 	 	 	保罗在腓立比
书(4:12)他说“他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他都得
了秘诀”。

	 保罗的秘诀就是靠主喜乐。他说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
的，凡事都能作(腓4:13)。不但能战胜物质的诱惑，还能
抵挡魔鬼的引诱。

	 圣经里记载的所罗门王，他尊贵富有、集智慧权柄于一
身、享尽人间各式各样的豪华宴乐，最后他仍然感叹一
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是的，惟有敬虔加上知足的心
才是大利，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
么去。(提前6:6-7)
	 对于物质方面，让我们要抱着知足的心态，感恩所拥
有的一切，珍惜神所赐于的各种恩典。

	 对于灵性方面，我们却要抱着不自满的心志，要不断
的追求在主里成长，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认识到主的
话语是生命粮，是喜乐的泉源	 ，主会加添力量给属他的
人去面对压力、挫折、危难、困苦及病痛。

	 在人生的旅途中，难免会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使人
灰心失志，失去了喜乐。但主的话就是人即时的帮助，
安慰人让人重新有盼望，有力量再站起来。

	 物质虽然能给人带来短暂的喜乐，惟有主带给我们的
是永恒的心灵满足与喜乐。

	 什么是基督徒？意思就是属于基督的人，是与世界
有所分别的。因此我们会喜悦圣经的话语，乐意将自己
降服在主话语的权威与能力之下，明白上帝的心意，常
常祷告，与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箴言书提醒我们	
“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词”，所以
我们当以主的话语作为根基，言谈举止流露出智慧言
语，让生命充满见证。

祈求四方面智慧言语:

传福音
	 我们用诸般的智慧，去传扬主托付我们的大使
命：“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
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把神
的爱世人的福音广传，因为上帝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
沦，乃愿人人都得救，带领我们的亲朋戚友来认识神。

述说上帝的应许
	 我们用诸般的智慧常常向人述说上帝的应许，上帝
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
在我们人生的旅程中，上帝赐予了许多的应许，包括平
安、喜乐、福分、拯救、安慰、帮助、权柄、能力、同
在、医治等等。我们在各环境中经历神的帮助，无论怎
样的难关和试炼，疾病痛苦等都能靠主丰丰富富的恩典
平安度过。因此我们可以述说自己生命的见证，让更多
的人知道主的应许，知道凡是愿意信主的，就不至灭
亡，反得永生。

造就，安慰、劝勉
	 我们用诸般智慧的言
语来建立、安慰、劝勉人
并且说造就人的好话。心
里常存着爱，自然而然就
会想着与人和睦，在各样
的事情上，用爱心说出诚
实的话。

	 箴言15:4：“温良的
舌是生命树；邪恶的舌使
人心碎”。我们当以中
肯、真实、温和、智慧的
话来造就人，并且常常见
证上帝的恩典和主的爱。
当他人有困难时，当以聆
听的心并用圣经安慰的话语，适当的来劝勉和引导。赛
50:4：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
扶助疲乏的人”。

发出信心感恩赞美
	 我们用诸般智慧的言语、喜乐的灵、感恩之心，向我
们的上帝发出感谢。无论我们身处顺境或逆境，都要向主
赞美。我们的主喜悦我们的赞美，乐意接受我们的颂赞，
我们当以赞美为宝座，因为祂配得最高的敬拜赞美。并且
将来在天国里，唯独赞美才是永恒的侍奉。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代表，我们有责任在言语上与行事
为人上与蒙召的恩相称，并且乐意把福音广传，常常述说
上帝宝贵的应许，心里常存有造就、安慰和劝勉人的好
话，一生用感恩赞美来荣耀我们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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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妇女服务会
第44届常年会员大会

	 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妇女服务会第44届常
年会员大会，经于10月19日在卫理妇女厅举
行，各堂妇女服务会的代表都相聚在一起。彼
此问候，一同敬拜	。

约翰福音11:25 耶稣说：
我是复活，我是真理。信我的人，虽然死
了，也必复活。

约翰福音10:11 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约翰福音14:6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
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15:5 耶稣说：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
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
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

雪霞会长与芽笼堂姐妹带领敬拜赞美

黄幼莲牧师带领早上的灵修

总议会妇女服务会会长 Dr.Teo Bee Li

灵修的主题：耶稣说：我是。。。

约翰福音6:35 耶稣说：
我 就 是 生 命 的 粮 ， 到 我 这 里 来 的 ， 必 定 不
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约翰福音8:12 耶稣说：
我 是 世 界 的 光 ， 跟 从 我 的 ， 就 不 在 黑 暗 里
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翰福音10:9 耶稣说：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
出入得草吃。

	 灵修之后，议会就正式开始。总议会妇女
会会长Dr. Teo向大家问安，赞扬姐妹们做美好
的善工，愿主保守与大家同在。她也报告有关
one MCS这项计划：如何将三个年议会联合成
一个议会及讨论此结构的进展。

1. 目前三个年议会没有联合的倾向。

2. 妇女会也不会成立一个议会。

3. 鼓励三个年会妇女会彼此配搭举办活动，
例如：师母联谊会等。

	 在午间祷告之后，我们就选举本会的总议
会妇女服务会正代表14位及副代表1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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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们与会长一同主持会议

常年会员大会崇拜结束后拍的全体照			

正代表：

张雪霞	尹道州	柯碧琴	陈玲玲	
王佩华	林淑燕	陈淑英	陈美美	
林喜贞	韩玉珍	陈惠恩	黄佩霞	
钱碧兰	黄古琳	

副代表：

林德贞	林雅妹	朱丽珍	陈桂英	
吕彩凤	梁安春	程燕英	林惠淑	
何美雪	王淑金	陈华恩	陈瑞钦	
江彩霞	严思敏

试探险。尝试新的事物就是探险。我们自
卑、害怕失败，所以不敢面对改变，这样
是会被社会所淘汰的；新的世代需要探险
精神，我们要靠着祷告与主同行。

3. 专注一件事，忠于上帝的呼召

上帝为我们每个人量身定制了不同的呼
召，是别人无法取代的。我们有独特的职
务，要忠于呼召，履行主所托付的职务。

 结论：我们要有属灵的眼见，胆量和勇气
为主去尝试。保罗面对很多压力，仍坚持把福
音传到地极。我们在动荡的社会里，看到挑
战，但是要勇于一起分担任务。

	 圣餐结束后，我们有追思会，纪念追思妇
女服务会回天家的姐妹，这次共有25位。他们
在过去有主一路带领她们、在信心的路途上跑
完全程，现在已歇了地上的劳苦，如今安息在
主怀里。

	 最后我们唱委身诗歌，“十架的呼唤”结束
我们的议会。

 吴会长说我们处在非常时期，他忧心忡忡。
现在是手机时代，科技猛进，人工智慧超越人
脑，若我们不更新，将会被淘汰。他强调：

1.	 维持现状不是上帝的心意-

传福音方式要与时并进，保罗的时代，他要
改变，想尽方法去传福音，不断的改变自
己，活到老学到老。我们要帮助妇女会面对
年轻一代的改变，在改变中向前迈进传福
音。

 2. 在新时代与上帝一起探险

在祷告及敬虔里与上帝一起尝试新事物并尝

	 下午的闭会圣
餐崇拜吴乃力会长
以腓力比书3:13-14
来勉励：我只有一
件事，就是忘记背
后努力面前的，向
着标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稣里从
上面召我来得的奖
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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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世联感恩会在2/11/19在卫理中心6楼妇
女厅举行。

	 每一年不同区域的妇女组织会聚集来举办
世界联合会感恩日(世联感恩会)。聚会的目的是
为了透过群体学习、敬拜和落实行动来提升卫
理公会的妇女针对世界性问题的方案和改善策
略的认识。

	 每一个区域必须自己决定要专注在哪几个
可持续性发展目标，东亚国家今年所选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是第11和16。但是，本会委员会认
为这两个目标不大适合我们。后来，我们决定
专注在第12	和第13目标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以
及气候行动。

可持续发展第12目标是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我们要改变生活习惯，2019年是被指定
为迈向零废弃物目标的开始。新加坡环境及水
源部部长马善高指出：要减少垃圾需要转化思
维–把垃圾变废为宝，要不断地再使用、再循
环我们现有的资源。

青年姐妹组成的敬拜团队

Dr.Teo Bee Li会长及
符善容副会长主持节目

年青姐妹
担任司琴

参加世联感恩会的部份姐妹

02/11/19 世联感恩会

	 我们可以在家中减少废弃物。例如：垃
圾、食物、冲凉时间、电源……

	 要达到减少废弃量或是零废弃量，我们需
要减少用水、重新使用废水、减少用电量、减
少购买新物品、再循环使用旧的物品。

可持续发展第13目标气候行动

	 新加坡可以从3方面来应付全球气候升温带
来的挑战：

1.	 了解问题的严重性	

2.	 履行不同的措施来减缓问题

3.	 学习调整和适应

新加坡是如何应付全球气候升温带来的改变？

1)	 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对抗全球气候升温的问
题。(新加坡承诺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2)	 调整和适应–随着全球气候升温，导致海水
膨胀，引起海平面上升。为了防御东海岸
不会被海水淹没，政府在沿着东海岸从樟
宜到市区的一段长距离建筑了干拓。

3)	 我们要尽我们的一份力做出对保护环境有
益的决定：	

	 –	 使用能源效益较低的电器
	 –	 换取使用 LED 灯泡
	 –	 让空调保持在25度
	 –	 多走路，骑脚踏车，使用公共交通
	 –	 环保行动，减少废弃、循环使用现有资源
	 李显龙总理在今年9月28日的访谈中指出	
“我们这一代有责任透过减少使用或灵活取代
的措施，好让下一代有可以寄居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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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9晚上武吉班让及天道堂姐妹 13/11/19上午感恩及恩约堂(不在照片内)姐妹

12/11/19下午宏茂桥及芽笼堂姐妹 14/11/19晚上大巴窑、巴耶黎峇及恩典堂姐妹

12/11/19上午直落亚逸及福灵堂姐妹 13/11/19下午天恩及樟宜堂姐妹

30/11/19华人年议会妇女
服务会执委联谊会

我们谢谢燕英姐妹帮我们拍的照片，她捕捉到我们
许多的特镜!	

我们也要谢谢教导我们做芝士蛋糕，面包寿司，沙

拉以及煮美味乌冬咖哩面的姐妹们，还有带来仁当
鸡和龙眼豆腐甜品的姐妹们，我们真的受益不浅，
学会了新功夫，又品尝了美味佳肴，吃在口中，甜
在心里，好幸福哟！感恩。

第44屆华人年议会，姐妹的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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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0 妇女服务会总主题：行在公义真理中 以弗所书5:8-10    

2017 活在义中  雅各书1:22-27   

2018 以真理处世  以弗所书4:17-25   

2019 受真理与公义护佑  以弗所书6:14   

2020 上帝的应许与标准为我们处世原则  以赛亚书33:15-16 

醉 鸡 卷
材料：
鸡腿两只，红萝卜条和小黄瓜条，芹菜条
调味料：
盐少许，胡椒粉少许，粟粉少许，绍兴酒2茶匙，
蚝油少许
浸汁：
绍兴酒一杯，党参，北芪，可加入枸杞子，酱清2
茶匙，鱼露一茶匙

做法：
1) 将鸡腿洗净去骨，除掉或刮掉多余的脂肪，修

一下鸡腿边边的肉，以便等一会儿容易包卷，
加调味料腌制擦在鸡腿肉上，再把鸡腿肉放在
锡薄纸上，加入红萝条、小黄瓜条和芹菜条，
如同包寿司一样，将肉卷起，然后放在水已烧
开的蒸锅里蒸15至20分钟。

2) 用3碗水将党参，北芪煮至两碗水后倒入食物
盒里待冷。

3) 当鸡卷蒸好打开，会有鸡汁流出，将鸡汁收集
倒入2）里，再加入酱清鱼露，和绍兴酒，拌
匀，放入鸡肉卷浸泡，等涼了放入冰箱，第二
日就可切片摆盘享用；其浸泡的汤汁可以勾芡
淋在鸡肉卷上，一道醉鸡就完成了！

注：	浸泡汁最好能盖过鸡肉卷，浸泡汁煮好了可以
先试一试味道，才将鸡肉卷置入。

厨房
预告
年议会妇女服务会

(一) 亚洲年青妇女领袖大会
日期:	 13-17/02/20	(星期四至一)
地点:	 卫理五旬堂

(二) 执行委员会(六)
日期:	 21/03/20	(星期六)
时间:	 下午1时至5时
地点:	 卫理中心会议室

(三) 程序委员会暨财务委员会
日期:	 25/04/20	(星期六)
时间:	 上午9时至1时
地点:	 卫理中心会议室

(四) 伯大尼卫理疗养院庆祝生日
地点:	 伯大尼卫理疗养院
时间:	 下午2时30分
 日期  负责妇女会

 18/01/20 (星期六)	 直落亚逸堂
 08/02/20 (星期六)	 天道堂
	 14/03/20 (星期六)	 宏茂桥堂

(五) 世界公祷日(华语聚会)
日期:	 07/03/20	(星期六)
时间:	 下午2时至4时
地点:	 新加坡生命堂

总议会妇女服务会 
(一) 三音联合感恩会
日期:	 04/01/20	(星期六)
时间:	 上午10时至12时
地点:	 卫理蕭街淡米尔堂

由左至右：
王海燕		柯碧琴		林雅妹		庞红燕		王佩华		张雪霞		陈华恩

2019-20年活泉编委2019-20年活泉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