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2 0 年 1 月 1 2 日 6 卷 2 期   

序乐  Prelude   

宣召祷告  Call to Worship 

荣耀归於圣父  Glory Be to the Father * 

诗歌敬拜  Worship in Songs * 

读经与祷告  Scripture Reading & Prayer 

约翰壹书  1 John 1:5-7 

诗歌  Song * 

读经  Scripture Reading   

马太福音 Matthew 5:1-12 

证道  Message  

生命的转向  

诗歌  Song * 

奉献和谢祷  Offering & Prayer * 

祝福  /  阿们颂  Benediction: Threefold Amen *  

家讯  News 

留步联系 Fellowship 

 

  



                                              信息可从教会网站听取 www.zionbishan.org.sg 

中文部牧者  

丘赐祥牧师 Ps Kew See Seong：94894967 

林日泰牧师 Ps Lim Jit Thye：91826957 

吴才良牧师 Ps Daniel Nge：84280525 

8.30AM 学习课程   欢迎参加！  

儿童班：#301-2, 304-5, Music Room 

少年班：#303 中 1～4 Sarah、欣颖和欣洁老师 

青年班：#201 约翰壹书 - 浩然老师 

成人和青成班：#202 约翰壹书 - 雪琳和吉豪老师 

10.30AM 事奉人员    

岗位 本主日  下主日 

主  席 杨吉豪弟兄 林浩然长老 

主席传译 郭蘇霞姐妹 何雪米姐妹 

讲  员 吴才良牧师 PS Steven 

讲员传译 黄添保弟兄 郭蘇霞姐妹 

读  经 何雪米姐妹 田欣恩姐妹 

 太 5:1-12 太 6:1-4,16-18 
 

 

 

 

 

 

招待组： Sarah 

：雪米、郑晰、慧芝    ：欣恩、姿宁、郑晰 

：欣恩、方源、云瑞    ：佳雯、淑悯、慧芝 

：雪米、序佳、方源 
 

音响组： 郑瀚 

~：游恩、欣洋  ～：梓轩 
 

敬拜组： 主领 / 乐手（1 月份安排） 

：儆祈、郑晰 / 方源、游恩 

：Marcus、郑瀚、郑晰 / 敬畏、荣志 

：儆守、淑惠 / 游恩、云瑞 

：新春联合崇拜 9am 
 

点算组： 郁文、雪米、惠仪、玉凤 
 

圣餐预备 素珊、Sarah（第三主日） 
 

SHARE 蘇霞、铁蕾、雪琳、Sarah、 

 Gideon、Marcus 
 

 

 

 
 

题目：生命的转向  

讲员：吴 才良牧 师  

经文：马 太福音 Matthew 5:1-12 

 

 

 

 

 

 

 

 

 

 

 

 

 

 

 

 

 

 

 

 

 

 

 

 

 

 

 

 

 

讲员是本教会牧者。



  
 

 使徒行踪之旅                  巫辅庚（林师母） 

九年前，林牧师到以色列圣地，我不能和他同行，因为自己患上了 “ 帕金森氏

病。” 两年前，动了脑深部电刺激疗法手术，行动方面好了很多。去年十二月，

裕廊加略堂笃信圣经长老会，举办新约使徒脚踪考察，透过侯长老与麦长老，知道

这个旅程。这不只是旅游而已，也是一个实地考察使徒们走过的路，可以从中学习

属灵的功课。心想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但是也有几方面的顾虑。第一次到温

带的国家，是否能适应？听说要走很多的路，是否跟得上？一向来不吃马来餐和印

度餐，是否吃得惯？经过祷告及林牧师的鼓励，毅然放下这种种的包袱，报名参加。 

领队蔡牧师在旅途前和旅程中要我们学习，安排了预先阅读的经文和书卷、灵修材

料、各个地点的历史和人文特色。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景点的车程都没有浪费，给

我们讲道、解说和上课。导游也有他们的一套介绍地理、历史和典故。衷心的感谢

蔡牧师的教导和带领，让我们在这次的旅程中学习到宝贵的知识。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腓立比的吕底亚教堂，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干净整洁，没有人潮，

只有我们这一队的人。走进教堂时，姐妹们很有存在感。入口处的地板上，有一个

保罗在希腊行程完整记录的马赛克地图。这让我回想过去几天在希腊考察的各个地

方，原来起点在这里，我们好像 “ 倒带 ” 看使徒行踪。也许这教堂比较小，让我

们可以更接近看到天花板的画。每一面的栱顶，清楚画出保罗和西拉所面对的事，

颜色鲜艳非常精彩。这吕底亚教堂，是我个人觉得获得学习比较多的地方。 

我们走了很多保罗曾经走过的路，他虽然遭遇到许多的苦难和逼迫，但是仍然使命

必达，不言放弃。尤其是当我看到他为了福音的缘故而坐过的监牢，心中顿时感动

不已。保罗是我们一生学习的榜样，他无论得时不得时，总是为主传福音。 

途中要往飞机场之前，大家都在巴士上回味这两个星期的美好时光。让我非常惊讶

的是主办旅行的不是什么旅行社，而是他们教会的长老、弟兄和干事。他们在背后

为我们安排设想，甚至需要为我们多走一哩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本的计

划和现有的计划真的有所差别，本来是要直飞，但因着某些原因需要转机。在时间

上的掌控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必须在第四天的半夜，一定要乘邮轮往皮里亚斯

（ 因为不是每天都有邮轮往来 ）。两天半在土耳其，一天在拔摩岛，七天在希腊，

两天在伊斯坦堡，非常感谢他们此时的分享，让我们分外珍惜得来不易的团契。在

旅途中我们没有问旅程的问题，只问使徒行踪的问题；感受到团队的精神一直在我

们当中。 

十四天的交流，从彼此不太熟悉，到最后甚至无所不谈。知道每个弟兄姐妹都有不

同的经历和故事，盼望彼此代祷，继续用信心仰望我们的救主。43 个人一起生活

一起学习一起探索，一种属灵的团契深深的在我们当中酝酿着。主的恩典够用，之

前我所顾虑的，不论是在气候或饮食方面，都蒙主保守看顾，走起路来不但脚步安

稳，也让我跟得上队友们，感谢赞美主 ！



  
 

 

          家讯与代祷  
 
 

 

 

         

1.      11.50AM-12.10PM 
 

欢迎留下片刻，在分组中彼此勉励。 

 

2. 洗礼课程 12/1 Sun 8.30-9.30am 

请有意在今年 17/5 接受洗礼、转籍

或认识基督教信仰的弟兄姐妹，请联

络吴牧师。 
 

3. MCEL 短宣 14-16/3 Sat-Mon 

ME 计划到西马东部三间教会，举办

儿童福音聚会与主持三个福音崇拜。 
 

请有意参加或欲知详情者，尽早联络

郁文、Marcus 或吴牧师。筹委需要

按人力决定节目的安排。 
 

4. 营会@iHotel Baloi, Batam 巴淡岛 

19-22/6/20 讲员：柯哲辉博士 
 

营会也接受报名，请把握优惠期营费！ 
 

成人单人房 $450 

成人 Twin $320 

12 岁以上 $240（学生与服兵役） 

1 成人+1 孩童 $320+220  

2 成人+1 孩童 $640+100 

    注：孩童指 4-12 岁；$40（加床） 

1-3 岁孩童 $40（无床位） 
 

欲知详情，请联络 Sarah 或 Gideon。 
 

 

 

 

 

 

 

 

前瞻  
 

 

 

05/01 日 8.30am ME 查经课程 

12/01-23/2 ME 从登山宝训看作主门徒  

 讲台系列 

13/01 一 10am ESL 报名@Chapel 

 
以学习英语作为福音 
接触平台 

 

 

 

 

 

 

 

上主日   

 聚会 出席人数  

  8.30am   

 英语崇拜  306 
 

 华语崇拜  130  

 华语儿童主日学 31 
 

 华英青少查经 25 
 

 成人青年查经 5 
 

 粤华成人查经 9am 暂停 
 

 福建崇拜 9am 64 
 

10.30am   

 英语崇拜 610  

 粤华崇拜 69 
 

 淡米尔语崇拜 18  

 华英崇拜 56  

 华语成人查经 50  

5.00pm   

 英语崇拜 46  

                                            

  

  
 

 

 

 

 

 

 

 

 

 

 

 

 

 

18/01 六 7.00pm AG109 @303 

19/01 日 1.30pm AG104 @Blk156 

19/01 日 1.30pm AG106 @303/4 

26/01 日 9am 新春联合崇拜 

 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讲员：苏锦俊长老 

09/02 日 9am 华文部周年纪念 

 讲员：叶光辉牧师 

01/03 日 ME ME 五周年纪念 

14-16/03 六-一 MCEL 短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