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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敬颂赞神 

序乐 

宣召祷告 

* 荣耀归於圣父 

* 敬拜赞美      《 赞 23 祢真伟大 》 

            《 2.3 轻轻听 》   《 3.7 献上活祭 》 

                  《 1.10 愿祢崇高 》 

启应经文 诗篇第 3篇 1至 8节  
金句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约翰福音 14：17 ) 

赞美诗  第 247首 《 生命是神流通管 》 

*使徒信经 
聆听神的话 

读经 哥林多前书第 12章 1至 11节 

证道 “ 认识你的恩赐 ”  
* 赞美诗 第 158首 《 今有一处流血之泉 》 
以虔守圣餐敬拜 

虔守圣餐    丘赐祥牧师主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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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后

敬请移步到茶叙厅，在主里互相交谈，关怀分享主的爱。我们在崇

拜前，设有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团契与诗班. 

下午 2.00 
华语儿童主日学: 

特别为幼儿至小六孩童预备， 

联合唱诗后按年龄分班。 

幼儿至小二：Choir Rm-Blk D,L2 

小三至小六：MPR 
 

青少年团契聚会: 

适合年龄 13 至 24 岁的青少年参

加聚会以查经、专题与工作坊进

行。《真理与生命》地点：
F105,106 
 
 

华语成人主日学： 

 《提摩太前书》杨志群弟兄 
 G2-以中英文讲解 

  弟兄主日查经班-田执事，G1 
 《慕道班》丘牧师 F1-Rm1 

粤华慕道班: 

• 林牧师 G104《盼望的故事》 

下午 2 点 

华语成人诗班: 

Auditorium 

下午 3.30 

英语崇拜，School Hall 
华语崇拜，Auditorium 

粤华崇拜，LAC  (林日泰牧师) 

淡米尔语崇拜，G101 
印尼语崇拜，CIS Room  

 

主日事奉人员 

讲员：丘赐祥牧师; 主席：田顺发执事; 

赞美诗助唱/短诗领唱：杨代红；司琴：

许天恩; 读经：唐钰琦; 招待奉献司

事：余敏玲、王烈霞、吴和莲、朱明

莉、莫惠仪; 招待新朋友：陈淑娥、

周秀娥; 音响预备: 钟嘉运、林慕侠; 

圣餐预备：庄惠瑛、曾桂芳、吴和莲；

圣餐 IC 扫描：林游恺、黄芷萱；茶叙

预备：郑碧如、周秀屏、曾小嫦、李

彩花; 茶叙奉献：高碧萱姐妹 

中文部牧师与传道联络电话： 

丘赐祥牧师：94894967 

林日泰牧师：91826957 

吴才良传道：84280525 

教会邮址： 

Block 22 Sin Ming Lane 
#02-86 Midview City 
Singapore 573969 

十一月份的信息主题： 

 2/11 林日泰牧师《主祷文》（五）    
腓 4：4-7 

 9/11 丘赐祥牧师《爱的诗章》 
林前 13：1-13 

 16/11 黄志文弟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故事》
申 6: 20-25 

 23/11 丘赐祥牧师《要追求的属灵恩赐》 

林前 14：1-11 
 30/11 楼建华牧师 



远远医治 

（约翰福音 4：43-54）                              （默想新约） 

 耶稣对他说：回去罢！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

回去了。（4：50） 

 这里有一位大臣的儿子患病，他亲身来到迦拿求耶稣医治他。

所谓大臣，可能是希律王宫中的侍卫长，因加利利当时是希律王所管

辖。但有人相信是罗马政府派来驻在加利利的帝国代表。 

 这人与那位为仆人求耶稣的百夫长不是一人（太 8：5-13）。因

为二者在任何角度都是不同的，百夫长大有信心，这大臣则无。 

 迦伯农离迦拿约有不足一日的步行旅程。这位大臣来求耶稣，

请他「下去」医他的儿子，但耶稣怜悯他，只说一句话「回去罢，你

的儿子活了」，他的儿子在那时候就退了热而痊愈了。这是一种「远

远的医治」。主耶稣用手摸眼前的任何病人，或说一句话医治遥远的

病人，效果是相同的。 

 主耶稣能帮助任何人，并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古时如此，

今日亦然。科学家能用无线电话与 23万里外的月球上太空人通话，主

耶稣的能力亦能远达地球任何一角落。 

 这大臣的信心由无变有，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由一人相信而

全家相信。可见信心与医病的重要关系。信心能引出神的能力和遥远

医治的能力。信心能改变他人的生活。一个人的信心强大，足以影响

许多人的灵性，使之有「集体的信心」。 

 迦拿虽然是一个小镇，但主耶稣第一次在此使水变为酒，显出

他创造的能力，证明他是创造主。第二次在此作遥远医病，显出他生

命的大能，证明他是生命之源。 

 主耶稣富有怜悯，对合理的祈求，并不拒绝，为父亲的爱惜自

己的孩子，天父也无法忘记属他的人。 

 



碧山扩建基金：请在支票上写 “Zion Bishan BP Church-GPF” 而后面写 

“Zion Bishan Development Fund”  

 

恩讯与代祷 

1. 圣餐主日： 

今天是圣餐主日。 
请守圣餐的会友们记得崇拜过后到
茶叙厅去登记扫描，方便我们更新
记录。 

2. 认识圣经的翻译： 

8/11 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学习，

有茶点预备。有意者可通知 Wendy

姐妹。 

 

3. 小组聚会： 

 查经聚会 –华（丘牧师） 
 5/11（星期三）下午 3 时正在乐龄
公寓 

  AG104-青年 
7/11 及 21/11(星期五)  
晚上 8时正 
Blk 195 Bishan St 13 #07-527 

4. 华粤语查经祷告会： 

14/11 （林浩然长老）28/11 (丘牧师) 

星期五晚上 8 点。  

 Blk 119 Bishan St 12 #10-61。 

5. 妇女查经班：     

《圣经中的女人》-华(庄惠瑛姐妹) 
每星期三早上 9.15。 
 Blk 153  Bishan St 13 #02-54。 

 
 

 下主日事奉人员： 

讲员：林日泰牧师; 主席：林浩然

长老;赞美诗助唱/短诗领唱：高

碧萱；司琴：刘珈敏; 读经：刘

卫; 招待奉献司事：张丽媛、林

良均、赵玉珍、曾小嫦、黄月香; 

招待新朋友：李惠芳、陈淑娥; 

音响预备: 杨志群、林游恩;茶叙

预备：郑碧如、周秀屏、李彩花、

刘爱珍; 茶叙奉献：郑清坑夫妇 

  

主日崇拜出席人数及奉献数额 

   

英语崇拜(3.30pm) 662  
主日学教师崇拜(2.00pm) 23  
主日学(3.30pm) 144  
华语崇拜(3.30pm) 98  
主日学(2.00pm) 36  
粤华崇拜(3.30pm) 49  
淡米尔语(3.30pm) 16  
印尼语(3.30pm) 11  

总数 1039  

 

  
每日读经表 27/10 -3/11 
 27 路    14-16  1 路   23-24 

 28 路    17-18  2 约    1-3 

 29 路    19-20  3 路    4-5 

 30 路    2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