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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2 0 年 6 月 2 8 日  

 

 

虔敬颂赞神 

序乐/宣召祷告  

荣耀归于圣父* 

诗歌敬拜*              《赞 33 颂赞主圣名》 

聆听神的话  

读经 马可福音 9 章 14 至 29 节 

证道  “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诗歌敬拜* 《赞 284 全路程我救主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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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光辉主任牧师 

(alby@zionbishan.org.sg) 

Zhi-Wen 

（zhiw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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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赐祥牧师 
讲员 丘赐祥牧师 叶光辉牧师 

讲道通译 陈丽华姐妹 陈丽华姐妹 

主领 郭蓉珠姐妹 杨宝玲姐妹 

司琴 黄敬义弟兄 苏美峰弟兄 
读经 蔡常青长老 丘赐祥牧师 
祝祷 丘赐祥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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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组 - 刘    薇执事 
陈文喜弟兄 
张丽媛姐妹   
黄月香姐妹   

    

  证道  笔记 
 

题目：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讲员：丘赐祥牧师 

经文：可 9：1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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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参加青年团契时，有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诗歌，那就是“我不知

明天的道路”，这也是今天疫情的写照。常听人说：计划赶不上变

化。的确，在开放阻断措施期间，从第一阶段的六月 2 日到第二阶段

的六月 19 日相隔 17 天，原本预测是四至六个星期，需要 28 至 42

天才会进入第二阶段，比预期早了许多，所以令人期待第三阶段早日

到来。 

雅各书第四章这么说：“嗐，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

去，在那里住一年，作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

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这

里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嗐”是一个感叹词，好比英文“Hi”，是

大家要注意，看看我，听听我的意思。你们要听听我赚钱的大计吗？

一切都照着我想和所要的一一成就，不出明年我就是一位“有钱人”

了。因此，作者说：其实明天会如何？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劝我们不

要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或没有得利的成就夸口，虽然也许可能会发生

自己预期的事。 

雅各提出第二个论据：“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难解

答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同，有人看生命极重，也有人看得

极轻，有乐观也有悲观的，甚至有人说是一个迷、一场梦、一台戏都

不足于说明生命的真义。 作者指出人的生命是：“你们原来是一片云

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是可以了解它的含义，“云”的确存

在，却是千变万化，漂浮无定；而“雾”是在黎明之前已经存在，但

当太阳升起时，正想看清楚的时候就逐渐消失了。它比喻短暂的人

生，也是基督徒的人生观，在世的日子各有不同，每一片的云都不一

样，似乎领悟到人生意义之时，时间瞬间像雾一样消失了。 



 

我相信雅各要表达的是要我们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人生是短暂的、

前途无定、生命无常和许多的未知数。除此以外，他带领我们“只当

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作这事，或作那事”。换句

话说，人活着不是只是自己而已，还有一位主在看顾我们的生命和生

活。虽然人生有许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却给基督徒学习在忍耐中盼

望。如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农夫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做，他

的确把种子种在田里，定时浇水施肥松土，其他的就交给神来决定

了。雅各要我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

了”。 

在阻断措施期间考验我们真实的人生观，并我们灵里的趋向。对我而

言，“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到底我们可以多亲近神呢？

我心里总是渴望到神的殿和弟兄姐妹一起亲近神，如鹿渴慕溪水，又

如属灵的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一样。当我致电给弟兄姐妹时，他们

表达什么时候可以回到神的殿崇拜呢？我的心深深地和他们的心紧紧

地聚合在神的殿门口，等候殿门的开放。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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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阶段性恢复实体聚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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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会决定于 7 月开始进行主日实体崇拜，并举行圣

餐礼。8.30am 的华粤崇拜将同步进行实体及线上崇拜，但我们鼓励年长者及身体

不适的弟兄姐妹尽量留在家中参与线上崇拜。 

因为每主日名额限于 50 人以内，故教会将崇拜者分为 4 组，每组按照所安排的名

单，轮流回到教会参与崇拜并虔守圣餐。大家要注意的是，为了疫情的缘故，一旦

确定分配到那一组了，则不可随己意更换组别。谢谢大家的谅解！ 

华粤崇拜：地点在大礼堂，每主日 8.30am  

 第一及第三主日：华语堂的弟兄姐妹 

 第二及第四主日：粤华堂的弟兄姐妹 

 



 

 

8.30am 华粤主日崇拜，华语堂弟兄姐妹回来教会崇拜 第一主日（ 5/7）名单： 

（若有任何遗漏、疑问或调整，可向牧者长执询问。）

1 詹达彰弟兄    

2 陈亚茜姐妹    

3 陈慧慧姐妹    

4 程宝堂弟兄    

5 沈金莲姐妹    

6 谢曼华姐妹    

7 钟鹏章弟兄   

8 王秀銮姐妹    

9 符国莲姐妹   

10 符懋芳姐妹   

11 韩膳伊弟兄   

12 关金莲姐妹   

13 李爱珠姐妹   

14 陈玉慧弟兄   

15 雍碹珠姐妹   

16 李坤凤姐妹  

17 许妙銮姐妹  

18 陈文喜弟兄  

19 高日娥姐妹  

20 罗彩兰姐妹   

 

 

21 杨美珍姐妹   

22 林慕侠弟兄  

23 黄月香姐妹   

24 李瑞芬姐妹   

25 林猷锦弟兄   

26 陈志强弟兄   

27 李如玉姐妹  

28 黄亚玉姐妹   

29 黄爱惜姐妹   

30 黄慧竹姐妹   

31 伍启发弟兄   

32 杨俐明姐妹   

33 柯腾驹弟兄  

34 萧美丽姐妹   

35 曾桂芳姐妹   

36 杨代红姐妹   

37 邓汝英姐妹   

38 张丽媛姐妹   

39 黄美群姐妹   

40 黄锦培弟兄  

 

 

41 刘爱珍姐妹   

42 周毅敏姐妹  

43 李彩花姐妹   

44 林友莲姐妹    

45 钟玉珍姐妹   

46 林锦英姐妹  

47 郑碧如姐妹   

48 谢爱玉姐妹  

49 李凤珍姐妹   

50 李志荣弟兄   

51 张晶晶姐妹   

52 马银云姐妹     

53 吴月娥姐妹   

54 梁静仪姐妹   

55 赵玉珍姐妹   

56 林良均弟兄   

57 颜惠琼姐妹   

58 陈玉强弟兄  

59 黄爱蓉姐妹   

60 陈碧华姐妹   

61 张国卿弟兄   

注：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已通知不会出席教会崇拜，所以出席人数不会超过五十位，这也不 

包括当天的教牧和事奉人员。 



 

 

8.30am 华粤主日崇拜，华语堂弟兄姐妹回来教会崇拜 第三主日（ 19/7）名单： 

（若有任何遗漏、疑问或调整，可向牧者长执询问。） 

1 胡   玉姐妹       

2 郑翠珍姐妹   

3 杨细珠姐妹     

4 余敏玲姐妹   

5 蔡金吉姐妹   

6 赵金华弟兄  

7 黄敬义弟兄   

8 黄毅琳姐妹 

9 罗白凤姐妹   

10 陈富华弟兄   

11 田顺发长老   

12 庄惠瑛姐妹   

13 吴和连姐妹                        

14 周秀娥姐妹   

15 周秀屏姐妹   

16 李惠芳姐妹   

17 吴丽玲姐妹 

18 梁焕娇姐妹   

19 江来发弟兄   

20 苏笑凤姐妹   
  

21 欧阳淑婉姐妹   

22 高碧萱姐妹   

23 曾爱莉姐妹   

24 丘赐祥牧师   

25 陈亚毛姐妹  

26 郑素珍姐妹   

27 高秀玲姐妹   

28 高秀娟姐妹   

29 陈淑娥姐妹   

30 曾介珍姐妹  

31 黄运汉弟兄   

32 陈天来弟兄   

33 范文娟姐妹   

34 杨继明弟兄 

35 董艳虹姐妹   

36 杨志群执事   

37 杨宝玲姐妹   

38 赵     颖姐妹    

39 刘     薇执事       

40 董沫黎弟兄   

 

41 范值荣弟兄   

42 王烈霞姐妹   

43 吴惠发弟兄   

44 龚金妹姐妹   

45 何乃濬弟兄    

46 卢丽娟姐妹    

47 陈瑞云姐妹    

48 张汉锦弟兄   

49 鄞桂芳姐妹   

50 郑清坑弟兄    

51 万丽君姐妹    

52 钟嘉运弟兄   

53 朱明莉姐妹    

54 冯凌仙姐妹   

  

  

  

  

  

  
 

注：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已通知不会出席教会崇拜，所以出席人数不会超过五十位，这也不 

包括当天的教牧和事奉人员。 



 

恩讯与代祷 

1. 肢体消息：本堂会友， 

李雅蕊姐妹于 21/6 月安息主怀，

终年 75 岁；陈柳芳姐妹于 25/6 安

息主怀，终年 89 岁。 

请记念其家属祷告。  
2. 奉献：崇拜现场暂不收奉献，鼓励

大家可用电子转帐的方式奉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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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10.30am 英语崇拜 YT 直播   *492  
10.30am 淡米尔语崇拜 ZOOM直

播   

23  

10.30am 华英崇拜 ZOOM直播   65  
08.30am 华英主日查经 ZOOM 直

播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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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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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 全然献上的生命 

利 1：1-9；11：44-45 
叶光辉牧师 

12/7 马其顿的呼声 

徒 16：6-12 
林日泰牧师 

19/7 应当有盐，彼此和睦 

可 9：33-50 
丘赐祥牧师 

26/7 神啊！你在哪里？ 

诗篇 10：1-18 
林日泰牧师 

 
每日读经表 29/6-5/7 

29 诗篇 24-29 3 诗篇   46-51 

30 诗篇 30-35  4 诗篇   52-59 

1 诗篇  36-39 5 诗篇   60-66 

2 诗篇  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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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教会长执或电邮件至care@zionbishan.or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