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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2 0 年 6 月 21 日  

 

 

虔敬颂赞神 

序乐/宣召祷告  

荣耀归于圣父* 

诗歌敬拜*              《赞 11 赞美权能神》 

聆听神的话  

读经 使徒行传第 1章 4节至 8节及 

 路加福音 24 章 44 节至 49 节 

证道  “圣灵与能力-作主的见证” 

诗歌敬拜* 《赞   124 愿主助我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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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顺发长老 蔡常青长老 

讲员 楼建华牧师 丘赐祥牧师 

讲道通译 陈丽华姐妹 陈丽华姐妹 

主领 杨宝玲姐妹 郭蓉珠姐妹 

司琴 黄敬义弟兄 黄敬义弟兄 

读经 田顺发长老 蔡常青长老 

祝祷  丘赐祥牧师 

音响及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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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与能力-作主的见证 

讲员：楼建华牧师 

经文：徒 1：4-8，路 24：44-49 

 

 

 

 

 

 

 

 

 

 

 

 

 

 

 

 

 

 

 

 

 

 

 

 

 

 

讲员是仁爱堂归正福音教会主任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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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之范     （路加福音 1 1：1- 4）                                 （默想新约）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路 1 1：1）  

耶稣在此留下一篇「公祷文」，作他们自由的模范。这篇祷文。不能称之为「主祷

文」，因为主不需要如此祷告，他也不需求神赦免，应称为「公祷文」，这是门徒大

家的祷告。与马太福音六章 9- 1 3 节相同，只有一句不同，乃是「我们日用的饮食，

天天赐给我我们」。似乎为外邦人而写福音的路加，体贴外邦人的浅见与信心的幼

稚，而将「今日」改为「天天」。  

在此我们看见几种祈祷人。  

（一）耶稣是祈祷人：耶稣是神的儿子，也要祷告，证明祷告并非只是向神「求」甚

么，乃是包括「感谢，默想，赞美，数算神恩，细数哀曲」。耶稣与天父有亲密的团

契，因此心灵不断有交通，正是信徒与天父相交之范。时常祈祷，则生活圣洁，灵力

加强。  

（二）约翰是祈祷人：约翰是入世而出世的传道人，他与世无争，长居旷野，生活简

单，不为事物所缠。但他时常祷告，也教导他门徒祷告，让门徒效法他如何与神相

交，支取天上大能，使他们不为世界的颜色所污染，保持入世而出世的高尚人生。  

（三）基督徒也是祈祷人：基督徒每日的生活乃是「祈祷，读经，赞美，作见证，传

福音，参加教会聚会，纳十分之一」等，而祈祷乃是最重要的一环。祈祷能使我们与

主成为密友，祈祷能使天上的旨意与地上的生活打成一片，祈祷能产生信心，每日过

快乐的生活，祈祷也能使我们不陷入罪恶的网罗，过圣洁而得胜的生活。祈祷能改变

一切，祈祷能产生力量，自己祈祷，也要带领全家的人祈祷，设立家庭祭坛。在一切

的生活上，也要以祈祷支持。「传道人」固然重要，「祈祷人」则更重要。  

 

 

 



 

 特别报告     

                                                                                                                             

1. 碧山协恩堂第二阶段解封注意事项： 
 

感谢神，我们现在可以在小组中团契！在这安全过度期间，当我们见面时

也必须记得继续履行社会责任。 提醒大家必须遵守以下附图指南： 

 

2 . 第二阶段性回复实体聚会安排： 

随着 18/6 的第二阶段的解封，政府也允许教会主日崇拜在安全措施底下，可恢复

不超过 50 人的实体崇拜。教会也因此于 18/6 晚间进行了紧急长老会议讨论。 

由于有很多安全并记录需要跟进，教会决定于 7 月才开始进行主日实体崇拜，并

举行圣餐礼。鉴于此，原先计划的线上领圣餐饼杯的安排将被取消。更多详细信息

将在下周宣布。 

 

3，第二阶段主日崇拜调查 ZB Phase II Sunday Service Survey 

我们已获准亲自恢复主日崇拜，但上限为 50 人。为了帮助教会

更妥善的安排，盼望大家能踊跃参与，花 1 分钟的时间填写这份

问卷调查：http://tiny.cc/ZBphase2survey 



 

恩讯与代祷 

2. 祝福所有的父亲们： 

父亲节快乐！ 

3. 牧者动向：28/5 至 27/8 吴才良牧师

休安息年假。 

4. 教会常年会友大会（ACM)：通知 

日期改为 27/9/2020 进行。  
5. ZB COVID-19 援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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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大家可用电子转帐的方式奉献。 

一般奉献 General & Missions 及 Fund 

DBS Current A/C: 

 070-901056-3 

PayNow: T10SS0029GGMF 

ZION BISHAN BP CHURCH 

*ZB COVID-19 援助基金: 可汇款至"一般奉献”账户,  

并在备注栏填写“CV19 M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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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聚会 人数  

08.30am 华粤崇拜 YT 直播   *102  

10.30am 英语崇拜 YT 直播   *373  
10.30am 淡米尔语崇拜 ZOOM直

播   

23  

10.30am 华英崇拜 ZOOM直播   60  
08.30am 华英主日查经 ZOOM 直

播   

27 

 

 
10.00am 粤华主日查经 ZOOM 直

播  直播   

10  
10.30am 华语儿童主日学        ZOOM 

直播   ZOOM 直播   ZOOM 直

播   

-  

粤华崇拜  福建崇拜  – 暂停  
*同时观看现场直播最高人数   

讲台   

日期 题目 讲员 

28/6 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可 9：9-29 
丘赐祥牧师 

05/7 待定 叶光辉牧师 

12/7 待定 郑浩仁牧师 

19/7 待定 黄志文弟兄 

26/7 应当有盐，彼此和睦 

可 9：33-50 
丘赐祥牧师 

 
每日读经表 22-28/6 

22 伯      1-3 26 伯     13-15 

23 伯      4-6 27 伯     16-18 

24 伯      7-9 28 伯     19-21 

25 伯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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