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文部第二十九周年庆联合崇拜 

2020 年 2 月 9 日 26 卷 6 期   

虔敬颂赞神 
序乐/宣召祷告  

荣耀归于圣父*  

诗歌敬拜*                                   《赞 2 荣耀归于真神》 

 《1.7 野地的花》《赞 466 願那灵火復兴我》 

《3.2 我敬拜祢全能真神》 

启应经文 诗篇第 84 篇 1 至 12节 

金句 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 

 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门 1：6） 

赞美诗      第 23 首       《祢真伟大》 

使徒信经* 

华语诗班献诗    《祢信实何广大》 

天来，文娟呈现  《最知心的朋友、活出爱》 

聆听神的话  
读经 出埃及记第 3 章 1 至 6 节 

证道  “  燃起信心之火   ” 

华英崇拜献诗 《恳求圣灵来》 

粤华诗班献诗    《恩典太美丽》 

赞美诗* 第 340 首          《何等大快乐》 

祷告回应* 丘赐祥牧师 
奉献默想敬拜 
奉献谢祷*  《献上爱礼》 

祝祷*  林日泰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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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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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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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盛的生命』（林牧师） 

10 .3 0 A M 学习课程  

初信班：『信仰概要』#301 室，  (志荣） 

栽培班：『约翰福音』#303 室，（运汉、刘卫） 

成人查经班：暂停一次，#304-5 室  
 

事奉人员   
岗位 本主日 下主日  
主席 田顺发长老 何乃浚弟兄 

讲员 叶光辉牧师 楼建华牧师 
讲道通译 陈丽华姐妹 - 

司琴 黄敬义弟兄 许天恩弟兄 
领唱 杨代红姐妹 杨宝玲姐妹 
读经 李惠芳姐妹 刘   薇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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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敏玲姐妹 
周秀屏姐妹 
吴和连姐妹 
苏笑凤姐妹 

欧阳淑婉姐妹 

陈文喜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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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薇执事 
梁焕娇姐妹 

茶叙预备 
 
 
 

今天没有 
茶点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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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静鸿夫妇 

证道  笔记 
 

题目：燃起信心之火 

讲员：叶光辉主任牧师 

经文：出 3：1-6 

 

 

 

 

 

 

 

 

 

 

 

 

 

 

 

 

 

 

 

 

 

 

 

 

 

 

 

 

 

讲员是本堂主任牧师。

今天所有学习
课程 

暂停一次 

 



 

耶稣基督如何能成为教会的根基                                  黄彼得 

1. 祂的神性与永恆性。实在说来，教会不是在二千年以前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才有

根基的；在创世以前，耶稣基督已经被神所立，要建立教会。耶稣基督的永恆性告

诉我们，教会的根基是超时间，超时代，超越人类历史的；人类的历史过去了以后，

教会仍然存在。因此教会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是以耶稣基督的永恆性为根基。启示

录第二十章至二十二章告诉我们，在旧天地过去以后，新天新地来到，教会如同新

娘一样的准备好了，要与基督联合，也就是新耶路撒冷城要存到永远。耶稣基督成

为教会的根基，是因祂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祂是永恆的。 

2. 宝血的功能。耶稣基督的宝血，一方面洁淨人的罪，叫人罪得赦免；一方面叫人

得生命，这生命就是上帝的生命。耶稣基督用祂永恆的生命救赎人类，所以祂成为

教会的根基。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不是建筑物，也不是单单指一个组织。教

会的根基是在于耶稣基督的生命，祂的赦罪宝血，并且赐给人永生，就是上帝的生

命。当人有了永恆的生命，就与上帝产生父子的关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

就是藉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与神有和好的关係，成为父子，这是耶稣基督成为教会根

基的因素。 

3. 复活的能力。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打败掌死权的魔鬼，胜过罪恶的权势。“死”

并非消灭不存在，而是仍然存在；但是与生命的主，生命的源头上帝，没有来往。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信的人的生命重新与上帝恢复交通，消除了隔绝的势力，

这就成为教会的根基。 

4. 非物质而是属灵的。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属灵的，超空间，超时间，超种族，超

文化的。基督教是建立高度的人生标准，高尚的人生观；不是作文化的侵略，而是

充实空虚的文化，把具体真实的生命，带给那许多只有盼望，只有理想但没有具体

生命的人或社会。 

耶稣基督成为教会根基的这些因素，是经得起任何文化的考验，任何时代的改变；

一代代虽然过去，但祂仍然屹立不变。 

资料取自：金登台。第 123 期 2006.5



 

 恩讯与代祷 

1. 华文部29周年联合崇拜，9/2今主日， 

“燃起信心之火”讲员：叶光辉牧师， 

注：崇拜后午餐/茶点招待暂停。 

2. 教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防范指南： 

基于目前冠状病毒感染情况，教会建议符

合下面任何一项情况的会友，避免参加教

会崇拜与其它集体活动： 

- 身体不适者 

- 近距离或经常接触过发烧及呼吸道症状 

 病人者 

- 过去 14 天内与去过中国的人有过接触者 

 请参阅卫生部网站的卫生提示 

www.moh.gov.sg. 

教会的主日崇拜将如常进行，我们会采取

以下措施： 

- 避免肢体的接触（如：不握手） 

- 教会将对所有参加聚会者进行体温检查 

- 暂停崇拜后的茶点招待 

3. 儿童主日学预防措施 

1 请勿携带生病孩童到主日学。 

2 体温检测：进入课室前孩童将会体温检

测。如有发现发烧或不适者，将通知让父

母携带孩童回家。 

4. AG小组消息： 

AG101，AG102 及 AG108 2 月暂停聚会。 

5. 碧山协恩堂特别会友大会 ECM: 预算审批 

本堂将于 23/2，1.30pm 召开特别会

友大会，地点在大礼堂；今天就可到茶

叙厅查看您的名字是否在可投票名单上！ 

•根据章程规定，凡本堂领圣餐会友务必出

席。如果您当天不在新加坡，敬请通知教

会办公室，电话：63538081，邮址：

office@zionbishan.org.sg 。 

 

上主日  

聚会 出席人数  

  8.30am   

 英语崇拜  314 
 

 华语崇拜  92  

 华语儿童主日学 25 
 

 华英青少查经 13 
 

 成人青年查经 暂停 
 

 粤华成人查 9am 18 
 

 福建崇拜 9am 104 
 

10.30am   

 英语崇拜 568  

 粤华崇拜 60  

 淡米尔语崇拜 23  

 华英崇拜 40  

 华语成人查经 暂停  

5.00pm   

 英语崇拜 20  

                                         

 
 

 

 
 

前瞻 
 

9/2 日  10.30am 
成人查经班 9/2 暂停， 
 16/2 复课； 

9/2 日  1-2pm 华语诗班练习，暂停  

2-29/2 三  9.15am  姐妹查经 2 月暂停  

15/2 六 2-5pm   工委与理事会，#会议室1 

 

每日读经表 10-16/2 

10 利        24-25 14 民        5-6 

11 利        26-27 15 民        7-9 

12 民          1-2 16 民      10-12 

13 民          3-4   

 

mailto:office@zionbishan.org.sg，电话：63538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