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语崇拜 

2020 年 1 月 12 日 26 卷 2 期   

虔敬颂赞神 

序乐 

宣召祷告  

荣耀归于圣父*  

诗歌敬拜*                            《赞 14 恳求圣父来临》 

《生命的内容》《我的心哪》  

《最知心的朋友》 

启应经文 哥林多前书第  1 章 1 至 17 节 

金句      耶稣又对众人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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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 

赞美诗  第 131 首 《圣灵居衷》 

使徒信经* 

聆听神的话  

读经 马太福音第 5 章 14 至 16 节 

证道  “世界的光” 

赞美诗* 第 252 首       《向高处行》 

祷告回应*  

奉献默想敬拜 

奉献谢祷* 《献上爱礼》 

祝祷*   《愿主赐福看顾你》

报告/默祷散会  

会众立* 



信息可从教会网站听取 www.zionbishan.org.sg 

 

欢迎 

我们衷心欢迎新来的弟兄姐妹和亲友们

与我们一起敬拜主。上主日来到我们当

中的新朋友：谢宝安、王莉、郑雪貞、

许丽丽。 

中文部牧者联络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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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怀与辅导电邮: care@zionbishan.org.sg 

8. 30 - 9 . 30 A M 学习课程    
儿童班：#301-2, 304-5 室 
ME 少年班： #303 室（中 1～4) 
ME 成人/青年班： #201,#202 
8. 45 A M 菲缅姐妹团契（英语）#105 室 
9.00AM 粤华查经『让全世界都知道』（林牧师） 
10 .3 0 A M 学习课程  
初信班：『信仰概要』#301 室，  (志荣、介珍） 
栽培班：『约翰福音』#302 室，（运汉、刘薇执事） 
成人查经班：『认识小先知书-更新盼望   』， 
                     #304-305（田长老、杨执事） 

 

事奉人员   

岗位 本主日 下主日 
主席 李志荣弟兄 何乃浚弟兄 
讲员 林日泰牧师 丘赐祥牧师 
司琴 苏美峰弟兄 许天恩弟兄 
领唱 范文娟姐妹 杨宝玲姐妹 
读经 陈文喜弟兄 赵     颖姐妹 
音响 杨继明弟兄 

江来发弟兄 
黄运汉弟兄 
林良均弟兄 

招待奉献 
司事 

 

陈文喜弟兄 
卢丽娟姐妹 
龚金妹姐妹 
吴惠发弟兄 
雍碹珠姐妹 

刘    薇姐妹 
高秀娟姐妹 
高秀玲姐妹 
李瑞芬姐妹 
 赵     颖姐妹 

招待新 
朋友 

王烈霞姐妹 
周秀娥姐妹 

刘    薇姐妹 
梁焕娇姐妹 

圣餐预备  - 庄惠瑛姐妹 

曾桂芳姐妹 
圣餐 IC 扫描 - 高秀娟姐妹 

茶叙预备 
 
 
 

郑碧如姐妹 
周秀屏姐妹 
李彩花姐妹 
刘爱珍姐妹 
黄月香姐妹 

郑碧如姐妹 
周秀屏姐妹 
李彩花姐妹 
刘爱珍姐妹 
黄月香姐妹 

茶叙奉献 钟嘉运夫妇 郑清坑弟兄 

证道 笔记 
 

题目：世界的光 

讲员：林日泰牧师 

经文：太 5:14-16  

 

 

 

 

 

 

 

 

 

 

 

 

 

 

 

 

 

 

 

 

 

 

 

 

 

    

 

 

 

 

讲员是本堂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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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恩讯与代祷 
 

1. 圣餐主日：19/1 下主日 

提醒守圣餐的会友们记得会后到 

茶叙厅去登记扫描。 

2. ESL 免费女士英语课程报名 13/1 ( 星期一) 

 欢迎邀请女士们于 13/1，10am-12pm 

 前来报名及了解详情；地点：4 楼崇拜厅 

3. 华文部新春联合崇拜，26/1 主日（初二）

9am@崇拜厅 

主题：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讲员：苏锦俊长老 

通译：郭蓉珠姐妹（粤） 

4. 华文部29周年联合崇拜，9/2主日， 

9am@崇拜厅，       

  负责筹备小组：AG10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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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联络陈文喜弟兄。 

6. 2020 年茶叙认献： 

今年茶叙现在开始认献，每周茶叙费用

为$120（可分成四份，每份$30），

可通知 Wendy 姐妹。 

 
讲台 

日期 题目 讲员 
19/1 五个饼两条鱼 

可 6：30-44 
丘赐祥牧师 

26/1 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诗 65:11，  赛 55:8/9 

苏锦俊长老 

2/2 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可 6：45-56 

丘赐祥牧师 

9/2 待定 叶光辉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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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瞻 
 

12/1 日 10.30am 
 成人查经，#304-305 
《认识小先知书-更新盼望》 

12/1 日  1-2pm 华语诗班练习，崇拜厅 

15/1 三  9.15am  姐妹查经，MPH  

17/1 五  8.00pm  AG101 , Blk 119 Bishan St 12 

 #10-61, 吴和莲姐妹府上 

 
每日读经表 13-19/1 

13 创      37-39 17 创      49-50 

14 创      40-42 18 出        1-4 

15 创      43-45 19 出        5-7 

16 创      4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