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2 0 年 2 月 1 6 日 6 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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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诗歌  Song * 

读经  Scripture Reading   

马太福音  Matthew 5:13-16 

证道  Message  

功能障碍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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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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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青成班：#202 约翰壹书 - 雪琳和吉豪老师 

洗礼课程：第一会议室 – 吴才良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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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蘇霞姐妹 

讲  员 吴才良牧师 吴才良牧师 

讲员传译 黄添保弟兄 黄添保弟兄 

读  经 郝云瑞姐妹 Priscilla Lai 

 太 5:13-16 太 7: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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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份安排） 

：儆祈、淑惠 / 方源、游恩、郑瀚 

：华文部周年纪念 9am  

：Marcus、郑瀚、郑晰 / 敬畏、荣志、游恩 

：儆守、淑惠 / 耀恩、云瑞 
 

点算组： 郁文、雪米、惠仪、玉凤 
 

圣餐预备 素珊、Sarah 
 

SHARE 蘇霞、铁蕾、雪琳、Sarah、 

 Gideon、Marcus 

 

 
 

题目：功能障碍的基督徒  

讲员：吴才良牧师  

经文：马太福音  Matthew 5:13-16 

 

 

 

 

 

 

 

 

 

 

 

 

 

 

 

 

 

 

 

 

 

 

 

 

 

 

 

 

 

讲员是本教会牧者。



  
 

牧者手记                                                       林日泰牧师 

这农历年让人过的“提心吊胆”、“人心惶惶“，过年原本是要开开心心、热热闹闹，但却

有许多人在“避年”，犹如传统“年兽”的传说似乎迷糊中“再现”。中国“新型冠状病毒

性肺炎”因着发源地也被称为“武汉肺炎”。还记得十六年前的非典（SARS）病毒肆虐的

时候，恰巧我刚刚到协恩堂服事，当时医院开始限制只许最多四个人探望病人，上星期二我

到陈笃生医院探望时，一个时间只让二个人进入病房探望，可见院方加倍关注这事。 

有人会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疫情？更有人问：十六年前和现在疫情都同一个发源地（中

国）？人常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相信没有人会反对这句话。有些人骄傲地说：除了天

上飞的飞机和地上的火车，我什么都吃，多么豪迈的一句话啊！过去是果子狸转播原，现在

却是蝙蝠啊！回看圣经旧约中神教导以色列人如何分什么是洁净或不洁净（海陆空）的活物

（利 11 章），这也包括那些不“洁净”的动物不可以接触它们~“这些都能使你们不洁

净”，尤其他说“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利 11：24）。这和我们卫生部发出的

警告“避免接触家禽、鸟类以及其他动物；避免食用生肉或未完全煮熟的肉类”，不谋而合；

圣经早在三千五百年前已经警戒了以色列人了。 

当我到医院要登记探望病人，一位魁梧的医务人员问：“过去两个星期你有到过武汉吗？有

去中国吗？这几天有那里不舒服吗？有发烧吗？有咳嗽吗”答案是否定的，他才让我登记，

不然也许就要把我隔离起来。在许多的报道中，中央发出“封城”命令，从一个城市，接着

周边的城市也面对同样的命运，停止交通，就停止人传人的机会。利未记教导以色列人要如

何阻止传染病传播~“若火班在他肉皮上是白的，现像不深于皮，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祭

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关锁七天”（13：4）。现在许多国家开始拒绝湖北人各样的签证，甚

至不认中国人入境。 

当“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帖 5：3）。相信大家在 2019 年绝对

不会想到 2020 年会有“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几天前有一位非常著名退役两年篮球明星和

她的女儿因直升机事故意外身亡。在人没有想到的时候，忽然“飞来横祸”，也许人会非常

庆幸地说：“还好不是我！”但是，如果是“我”，那怎么办？门徒曾经问耶稣说：比拉多

曾经杀害正在献祭的加利利人，问：是不是加利利人犯了大罪才受到这样的报应呢？耶稣也

指出西罗亚楼倒塌压死 18 人为例子；这些人受到突如其来的灾祸死了的原因是为了我们？？

主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意思是说：我们若知道自己有罪，却心硬不肯悔

改，当飞来横祸，就没有机会悔改，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常常认真悔改的人，主应允我们，

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 

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 16：33）阿们！



  
 

 

 

          家讯与代祷  
         

1. 教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防范指南  

建议符合下面任何一项情况的会友，

避免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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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如常进行，采取措施：  

- 避免肢体的接触（如：不握手）  

- 所有参加聚会者须体温检查  

- 暂停崇拜后的茶点招待 
 

无法出席崇拜者，可使用 10.30AM

英语崇拜直播，一起敬拜： 

www.youtube.com/zionbishan 
 

儿童主日学与青少查经班～同上措施。

体温检查后，孩童直接到各班上课。 
 

2. 教会特别会友大会 ECM：预算审批 

23/2 Sun 1.30pm@Sanctuary 

根据章程规定，凡本堂领圣餐会友务

必出席。如果你当天不在新加坡，敬

请通知教会办公室，电话 63538081。 
 

3. ME 五周年纪念 1/3 Sun 10.30am 

同伴同行 Journeying as a Community 

感谢神这五年来带领华英崇拜的事工，

让我们向神献上感恩的祭。 

讲员：吴才良牧师 
 

4. 取消 MCEL 短宣 14-16/3  

教会考虑到当下疫情的挑战，决定取

消三月的短宣。吴牧师会继续按原定

安排，负责当地三个主日证道。 
 

5. “丰盛的生命，崭新的生活”营会 

@iHotel Baloi, Batam 19-22/6/20 
 

鼓励大家在优惠期营费报名参加！详

情请询问 Sarah。 

 

 

 

 

 

 

上主日  

聚会 出席人数  

  8.30am   

 英语崇拜  227 
 

 华文部联合崇拜 9am 153  

 福建崇拜 9am 51 
 

10.30am   

 英语崇拜 389  

 淡米尔语崇拜 13  

5.00pm   

 英语崇拜 25  

   

 
 

 

 
 
 
 
 
 

 

 

 

6. MEST 新成员 

华英崇拜工作小组（MEST）负责带领华英

崇拜、儿童与青少事工的团队。欢迎杨吉

豪与 Marcus 弟兄加入一起配搭服事。请

在祷告中记念 MEST 的工作。 
 

 

 

 

 

 

 

 

 

 

 

 

 

 

前瞻  

16/02 日 1.30pm AG104 @MPH 

22/02 六 7.00pm AG109 @303 

23/02 日 1.30pm ECM @Sanctuary 

01/03 日 ME ME 五周年纪念 

10/04 五 9am 受难节福音崇拜@Chapel 

12/04 日 ME ME 复活节福音崇拜 

 请邀请未信亲友出席 

17/05 日 ME 洗礼和转籍 

31/05 日 11am ACM 会友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