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粤崇拜 

  2 0 2 0 年 9 月 2 0 日  
 

第一部份 

虔敬颂赞神 

序乐/宣召祷告  

荣耀归于圣父* 

诗歌敬拜*              《赞 24 这是天父世界》 

聆听神的话  

读经  以弗所书第 6 章 15 至 16 节 

证道   “ 平安的福音” 

诗歌敬拜* 《赞 309 若魔鬼来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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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份 

请现场会众留步以虔守圣餐敬拜。 

虔守圣餐           丘赐祥牧师主礼 《主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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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赐祥牧师 林日泰牧师 
讲员 杨志群执事 吴才良牧师 

讲道通译 陈丽华姐妹 郭蓉珠姐妹 

长老 田顺发长老 蔡常青长老 

同工  杨志群执事 

安全管理 陆娇卿姐妹 陆娇卿姐妹 

执事/工委 刘    薇执事 陈丽华姐妹 

领唱 范文娟姐妹 郭蓉珠姐妹 

司琴 苏美峰弟兄 黄敬义弟兄 

音响及崇拜 黄运汉弟兄 黄运汉弟兄 
编辑 林慕侠弟兄 陆广亮弟兄 

招待组 刘    薇执事 
余敏玲姐妹 
高秀玲姐妹   
高秀娟姐妹     

陈静鸿弟兄 
陈丽华姐妹 
刘惠珠姐妹 
左柏叶姐妹 
关瑞珊姐妹  

 

 证道  笔记 

题目：平安的福音 

讲员：杨志群执事 

经文：弗 6：15-16 

 

 

 

 

 

 

 

 

 

 

 

 

 

 

 

 

 

 

 

讲员是本堂执事。 

 

 

 

 

 

 

 

 

 

 

   

每日读经表 21-27/9 

21 珥       1-3 25 拿      1-4 

22 司       1-5 26 弥      1-7 

23 司       6-9 27 鸿      1-3 

24 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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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读到传道书第三章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接下去就是什

么有时……什么有时。我们是如何去理解的呢？有人用“念经”的方式在念，每

个字都会“念”，但从来没有认真去理解过；虽然短短几句话，因着信息量太

大和时间线又太长，使到人“无心”去想多一些。实用主义的人所注意的是眼

前、当下，而“快速面”文化使人忽略许多的细节。 

从第二节到八节看到七个对比 

2 生有时，死有时。 

3 杀戮有时，医治有时。 

4 哭有时，笑有时。 

5 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 

6 寻找有时，失落有时。 

7 撕裂有时，缝补有时。 

8 喜爱有时，恨恶有时。 

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哀恸有时，跳舞有时。  

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  

保守有时，舍弃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当我们读完这一段话，不知你有什么感受呢？非常消极与无奈？人生就是这样？

我的感受是~任何事或务，包括人的情感或关系、工作或产业、健康或病痛、

战争或和平都不是永远的。换句话说~任何人、情、事、故、有开始的一天，

就有结束的一天。所罗门用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你是

否知道其中的分别呢？“定期”是有一段时期，但不能确定那一天；“定时”

是确定的时间点。如我们走过水果摊闻到榴莲飘香，虽然我们不知道从那一天

开始至结束，但我们知道这是榴莲季节。我想“定期”是我们当花多一些时间

去思考的。 

我们明白以上“七个对比”，只是我们用“凡人”的态度去看待它们。其实我

们都知道人活着就和时间脱不了关系，不信的话举起你的左手看看，一般上都

戴着手表，它告诉我们现在几点钟了，同时也提醒我们失去了多少时间。有人

问，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答案都写在墓碑上，人不会写他有多少钱或做

了多少事，而只标出生卒年月，因此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其实就是时间。曾

经听过安慰人的话说：开心也是二十四小时，不开心也是二十四小时，那么你

为何要选择不开心呢？最后要如何选择只有他自己知道。 

摩西在诗篇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

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诗 90：10）。摩西却形

容人生如“转眼成空，如飞而去”，说到人生这比你想像中还要短暂。所罗门

牧者手记                                                                              林日泰牧师 



 

在第二节把重点画出来，人有生的一天，就有死的一天；许多人都了解世上没

有不死的人，但有多少人却没有准备好如何活，就已经死了。 

传道书第三章 14 节告诉我们人生中若没有上帝，一切都是短暂的~“无所增添，

无所减少”，但如果我们的人生有神参与，那么我们“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

必永存”。所以我们当在一切事上存着“敬畏”神的心，那么我们就在凡事上

可以看到神的作为。阿们！ 

 

第二阶段性恢复实体聚会安排： 

10 月开始，政府允许教会主日崇拜在安全措施底下，可恢复不超过 100 人的实

体崇拜。教会因此决定于 10 月 4 日开始实践 100 人的实体崇拜。 

粤华崇拜也稍微作了以下调整： 

华粤崇拜地点在大礼堂，每主日 8.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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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及第三主日：华语堂弟兄姐妹都可以出席，第一主日为圣餐主日 

第二及第四主日：粤华堂弟兄姐妹都可以出席，第二主日为圣餐主日 

福建堂实体崇拜安排在每第二、三、四及五主日，9.30am 在 4 楼崇拜厅进行，

第二主日为圣餐主日。 

华英崇拜没有更动，依旧在 10.30am 进行网上 ZOOM 直播崇拜。 

教会安全措施： 

1 请测量体温并时刻戴口罩。 

2 请扫描 QR 码以安全进入（签入/签出）。 

3 请保持 1 米的安全距离。 

4 请群间请保持 2 米安全隔距离，不可共用文具。 

5 请清洁双手。 

6 现场不允许唱诗 

特别报告 



恩讯与代祷  
 

1. 常年会友大会（ACM）: 26/9 

星期六，下午 4 点至下午 6 点 

出席表格 Zion Bishan BP ACM 

2020 Attendance Form 网址：

https://forms.gle/UCWGZVXYa4

wPxZaJA 

若您已经提交了代理表格，则无需

填写出席表格，因为您将自动被计

入法定人数。 

若您有合格投票权但没有提交代理

表格，仍然可以通过以上注册来达

到法定人数。请注意，投票部份仅

由委任代理人负责进行。 

最后提醒 :“代理委任”表格必须

于今天 20/9 午夜 12 点前提交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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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 小组报告：欢迎弟兄姐妹参与

教会AG小组团契 ;让我们一起在基

督里互相劝勉学习，爱心彼此安慰，

灵命得造就。详情可联系牧者或

AG 小组组长。  
 

 

鼓励大家可用电子转帐的方式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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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08.30am 华粤崇拜 现场崇拜 44  

09.30am 福建崇拜 现场崇拜 30  

10.30am 英语崇拜 YT 直播   *387  

                  英语崇拜 现场崇拜 123  

10.30am 淡米尔语崇拜    27  

10.30am 华英崇拜 ZOOM直播   61  

08.30am 华英主日查经 ZOOM 直

播   
23  

10.00am 粤华主日查经 ZOOM 直

播  直播   

9  

10.30am 华语儿童主日学        ZOOM 

直播   ZOOM 直播   ZOOM 直

播   

-  

*同时观看现场直播最高人数   

讲台   

日期 题目 讲员 

27/9 稳住阵脚 

弗 6：17-18 
吴才良牧师 

4/10 在路上跟随耶稣 

可 10：46-52 
丘赐祥牧师 

11/10 美好的经练 

传 3：1-15 
林日泰牧师 

18/10 生命的标杆 

腓 3：7-16 
苏锦俊长老 

25/10 儆醒免受迷惑， 

处变不惊 

帖后 2：1-17 

李法平牧师 

https://forms.gle/UCWGZVXYa4wPxZaJA
https://forms.gle/UCWGZVXYa4wPxZaJA


  

8.30am 华粤主日崇拜，华语堂弟兄姐妹回来教会崇拜 第三主日名单： 

（若有任何遗漏、疑问或调整，可向牧者长执询问。） 

1 陈淑娥姐妹   

2 胡    玉姐妹       

3 杨细珠姐妹     

4 蔡金吉姐妹   

5 黄毅琳姐妹 

6 罗白凤姐妹   

7 罗白恩姐妹   

8 洪文英姐妹 

9 邹富华弟兄   

10 庄惠瑛姐妹   

11 吴和连姐妹                        

12 周秀娥姐妹   

13 周秀屏姐妹   

14 李惠芳姐妹   

15 吴丽玲姐妹 

16 梁焕娇姐妹   

17 江来发弟兄   

18 苏笑凤姐妹   

19 欧阳淑婉姐妹   

20 高碧萱姐妹   
  

21 曾爱莉姐妹   

22 陈天来弟兄   

23 范文娟姐妹   

24 杨继明弟兄 

25 董艳虹姐妹   

26 赵    颖姐妹    

27 董沫黎弟兄   

28 范值荣弟兄   

29 王烈霞姐妹   

30 吴惠发弟兄   

31 龚金妹姐妹   

32 何乃濬弟兄    

33 卢丽娟姐妹    

34 陈瑞云姐妹    

35 张汉锦弟兄   

36 鄞桂芳姐妹   

37 郑清坑弟兄    

38 万丽君姐妹    

39 钟嘉运弟兄   

40 朱明莉姐妹   

41 冯凌仙姐妹 

42 叶桂婵姐妹 

43 梁静儀姐妹 

44 李志荣弟兄 

45 黄敬义弟兄 

46 白凤的朋友 

47 李爱珠姐妹 

48 余敏玲姐妹   

49 高秀玲姐妹   

50 高秀娟姐妹   

  

  

  

  

  

  

  

  
 

 

 

注：其中不包括当天的教牧和事奉人员。 



8.30am 华粤主日崇拜，粤华堂弟兄姐妹回来教会崇拜 第四主日名单： 

（若有任何遗漏、疑问或调整，可向牧者长执询问。） 

 
 

1.  巫辅庚姐妹 

2.  郭森培弟兄 

3.  吴杏如姐妹 

4.  Oh Jia Min 

5.  胡业娴姐妹 

6.  女佣 

7.  林秀梅姐妹 

8.  冼惠卿姐妹 

9.  戴亚细姐妹 

10.  许丽丽姐妹 

11.  石木材弟兄 

12.  吴丁财弟兄 

13.  陈义女姐妹 

14.  女佣 

15.  郭欣弟兄 

16.  许金英姐妹 

17.  Lum Yan（女

佣） 

18.  林细妹姐妹 

19.  谭佩娟姐妹 

20.  杨吉昌弟兄  

 

21.  郑秀玉姐妹 

22.  杨惠如姐妹 

23.  黄伟杰弟兄 

24.  黄燕萍姐妹 

25.  陆月梅姐妹 

26.  Michelle Tang  

27.  女佣 

28.  陆炜民弟兄 

29.  郑义强弟兄 

30.  张雅妹姐妹 

31.  谭宝玲姐妹 

32.  谢苏生弟兄 

33.  何克良弟兄 

34.  林奕鑫弟兄 

35.  刘惠珠姐妹 

36.  左柏叶姐妹 

37.  关瑞珊姐妹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注：其中不包括当天的教牧和事奉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