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粤崇拜 

  2 02 0 年 5 月 1 7 日  

 

 

虔敬颂赞神 

序乐/宣召祷告  

荣耀归于圣父* 

诗歌敬拜*              《赞 7 主爱浩大》 

聆听神的话  

读经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 1 章 1 节至 12 节 

证道  “大而可畏的日子” 

诗歌敬拜* 《赞 113 救主必要再来》 

公祷 

奉献默想敬拜 

奉献谢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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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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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要为你祷告：  

怀疑是 COVID-19 或被隔离吗？ 

在这困难时期若您需要祷告请联系： 

Ps Dev  

(dev@zionbishan.org.sg) 

Elder Geoge

（George.khoo@zionbishan.org.sg) 

何雪琳执事 Tel 81232847 

(ho.shirlynne@gmail.com) 

内容将会被尊重保密。 

 

事奉人员   

岗位 本主日 下主日  

主席 蔡常青长老 林日泰牧师 

讲员 丘赐祥牧师 吴才良牧师 

讲道通译 陈丽华姐妹 陈丽华姐妹 

主领 杨宝玲姐妹 杨宝玲姐妹 

司琴 苏美峰弟兄 黄敬义弟兄 

读经 蔡常青长老 林日泰牧师 

祝祷 丘赐祥牧师 林日泰牧师 

崇拜影片 杨志群执事 杨志群执事 

编辑 黄运汉弟兄 黄运汉弟兄 

   

 

    

  证道  笔记 
 

题目：大而可畏的日子 

讲员：丘赐祥牧师 

经文：帖后 1：1-12 

 

 

 

 

 

 

 

 

 

 

 

 

 

 

 

 

 

 

 

 

 

 

 

 

 

 

 

讲员是本堂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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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手记                                                                       林日泰牧师 

最近我在研究传道书时，这给我在属灵的智慧和真理上有许多的亮光。每当人看传道书时总是

非常消极，其实传道书的作者也没有否认这样的一个现象。他自己执着的去研究过、尝试过、

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过、自己也在其中挣扎过。因此，他所写的不是理论的层面，也不是收集

各个的质料来编辑成书，而是用自己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经历，将人一生最真实的一面表达无

遗。我想他不是以教训的方式，说你应该这样那样，他是邀请我们和他一起探讨人生，而逐渐

看透人生。 

传道书是曾经“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所写的。根据历史的记载，只有一个人符合这

个条件，那就是所罗门。所罗门的著作中有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唯有传道书没有明文

提到所罗门的名字，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呢？一般上，人的地位越高，权威就越

大，让许多人不解的是，他不以王自居，而是以传道者发言。我想所罗门是大有智慧的，他若

是以王的身份说话，那么只有他的百姓会听；可是他以传道者来发声，那就不只是向他的百姓

而已，也是说给世世代代的人听。 

有许多人一谈到传道书，就有一种非常消极的概念，全书“虚空”总共出现过 40 次。似乎虚

空是本书的主题，什么都是“空”，因此，认为这是一本避世或厌世的书。我们若是这样看待

传道书，那么我们就太小看这位前无古人后无来的智者--所罗门王了。虚空不是“空空如

也”，其意是非常丰富，它可指“雾气、气息、蒸气、短暂、无益、徒然、空洞、荒谬、讽

刺、神秘……等等”。 

传道者从一个“日光之下” 的人啊！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人生。我想这会比活在地上的人啊的

角度，更有不一样的观点。若我们以谦卑的态度，一起和作者一同经历他的经练，这将带给我

们非常棒的觉悟。他不以命令的方式，而是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心路历程，和他一起跑、一起去

感受。 

在我研究传道书的第一章，给我从出生到死亡，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空间中，知道自己的有

限，人必定经历了“无情、无变、无足、无新”。他用许多我们绝对熟悉的事物，来表达我们

当明白的真实：太阳…日复一日循环着，我们的生活起居都跟着它的节奏行事。风…我们不知

道它从那里来，往那里去，但我们非常确定的是它来过了。江河往海里流却不满，一种不合逻

辑的存在。“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们承认一些事情是不能改变的，甚至不可

加添或减少。 

有人认为所罗门写一本逃避现实，或是“无病呻呤”的书。其实他带我们进入最真实的我们：

“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作的一切事，乃知神叫世人所经练的，是极重的劳苦。”意思

是说：人在极重的劳苦中，是神对人特别的设计，既然不能逃避，那么就应该顺意地面对它，

这好比古人的话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身”互相对应。对我们而言就不会抗拒劳苦，而且会正面去看待劳苦带给人非凡的意义。 



 

 恩讯与代祷 

1. 常年会友大会（ACM）延期通知 

我们将延后教会的常年会友大会，从原

定的 2020 年 5 月 31 日，延期至 2020 

年 9 月 27 日。 

若任何会友对拟议中的 2020 年 ACM

的延后想提出任何疑问或澄清，请在

2020 年 5 月 30 日之前将您的意见/问

题发送到 office@zionbishan.org.sg。 

2.  B COVID-19 援助基金: 

i 若您有意捐赠于 ZB COVID-19 援助 

基金，可汇款至以下账户： 

General & Missions Fund： 

DBS Current A/C: 070-901056-3 

PayNow: T10SS0029GGMF 

ZION BISHAN BP CHURCH 

并在备注栏填写“CV19 MRF” 

ii 若您希望通过此基金为自己或您的家庭

申请援助，可填写在线申请表：

https://www.zionbishan.org.sg/mrf 

  此援助基金仅适用于协恩堂会友或忠心

参与本堂崇拜的朋友；申请截止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欲知详情，请联系牧者、教会长执或电

邮件至 care@zionbishan.org.sg。 
 
 

讲台 

日期 题目 讲员 

24/5 谨慎不法的人 

帖后 2：1-12 
吴才良牧师 

31/5 实践礼赞 

帖后 3：1-18 
林日泰牧师 

 

上主日聚会 人数  

08.30am 华粤崇拜 YT 直播   *99  
10.30am 英语崇拜 YT 直播   *526  
10.30am 淡米尔语崇拜 ZOOM直播   23  
10.30am 华英崇拜 ZOOM直播   58  
08.30am 华英主日查经 ZOOM 直播   30  
10.00am 粤华主日查经 ZOOM 直播  

直播   

11  
粤华崇拜  福建崇拜  华语儿童主日学 – 暂停  
*同时观看现场直播最高人数 

 

 
  

 

鼓励大家可用电子转帐的方式奉献。 

一般奉献 General & Missions Fund 

DBS Current A/C: 

 070-901056-3 

PayNow: T10SS0029GGMF 

ZION BISHAN BP CHURCH 

土地租赁续约基金 LLRF 

DBS Current A/C:  

070-901055-5 

PayNow: T10SS0029GGPF 

ZION BISHAN BP CHURCH – GPF 

若开支票，请在支票背面写上 LLRF 及联系

电话，并邮寄至教会地址。 

 

每日读经表 18-24/5 

18 代上   24-26 22 代下     8-10 

19 代上   27-29 23 代下   11-14 

20 代下     1-4 4 代下   15-18 

21 代下     5-7   

 

https://www.zionbishan.org.sg/mr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