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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敬颂赞神 

序乐/宣召祷告  

荣耀归于圣父* 

诗歌敬拜*                《赞 37 救主耶稣万福恩源》 

聆听神的话  

读经  传道书 6：1-12  

证道   “ 影子人生” 

诗歌敬拜*   《赞 444 今到救恩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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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乃浚弟兄 
牧师 丘赐祥牧师 林日泰牧师 
讲员 林日泰牧师 丘赐祥牧师 

讲道通译 郭蓉珠姐妹 陈丽华姐妹 
长老 

 
蔡常青长老 
田顺发长老 

田顺发长老 
蔡常青长老 

安全管理 陆娇卿姐妹 陆娇卿姐妹 
执事/工委 陈静鸿弟兄 

陈丽华姐妹 
刘    薇执事 

 
领唱 郭蓉珠姐妹 范文娟姐妹 
司琴 黄敬义弟兄 苏美峰弟兄 
音响 黄运汉弟兄 

陆广亮弟兄 
 

黄运汉弟兄 
林慕侠弟兄 
杨继明弟兄 

招待组 关瑞珊姐妹 
郑义强弟兄 
黄伟杰弟兄 
李燕萍姐妹 
刘惠珠姐妹 
吴美珊姐妹 
巫辅庚姐妹 
陈丽华姐妹 
左柏叶姐妹 

刘    薇执事 
周秀娥姐妹 
苏笑凤姐妹 
江来发弟兄 
吴惠发弟兄 
龚金妹姐妹 
王烈霞姐妹 

 

 

 

 证道  笔记 

题目：影子人生 

讲员：林日泰牧师 

经文：传 6：1-12 

 

 

 

 

 

 

 

 

 

 

 

 

 

 

 

 

 

 

 

 

 

 

 

 

 

 

 

 

讲员是本堂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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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Stacy James 

对罪恶与苦难，人们常有个大哉问，那就是「为何上帝不阻止它发生呢！？」假如上帝真

的是完全良善和能力无限的话，为甚麽祂不做点什麽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上帝并未创造罪恶，但祂容许了它的发生。起初当祂创造世界时，本

来一切都是美好的。祂又创造了人类，但给了他们做选择的自由，这包含了作正确决定或

错误决定的自由。错误的决定常会带来一些后果，使人以伤害自我或他人收场，有时候甚

至是殃及那些本来不该受牵连的无辜受害者。 

在我还是个大学生时，因一次的跳水意外，我瘫痪了。并不是上帝推我下水要来惩罚我，

或非得给我个什麽样的教训不可，而是我自己选择从朋友的肩膀上跳下水。儘管后果如此

严重，我无法怪罪别人，只能怪自己。 

上帝当然能够介入和掌控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包含好的与坏的，但果真如此，我们就只是

机器人而已，并非真的自由。 如果祂想要的话，祂甚至可以强迫我们爱祂，但被强迫的爱

就算不上真爱了。祂给了我们选择相信祂与否的自由、如何运用及享受生活的自由、作正

确或错误决定的自由。只不过，不幸的是，我们得自行去承担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所带来的

后果。 

电影纳尼亚的原作家 C. S. 鲁益师曾说，百分之八十的苦难起因于人类肉体的罪恶，那其他

的百分之二十呢？在这世上总有些事，我们终其一生都无法彻底明白。 

但有个好消息，第一，慈爱的上帝也是一位公义的上帝，对那些作错决定，伤及无辜，并

似乎侥倖逃脱的人，将来有个时刻，他们会面对其所做所为的结果。上帝是那位终极的审

判者，在预定的日子裡，祂会按每个人所行的来审判各人，「……凡被造的没有一件事在上

帝面前是隐藏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係的上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希伯来

书 4 章 13 节 

其次，上帝常使用生命中的苦难，为我们带来更大的益处；这往往能培养我们的品格，并

使我们更加成熟，而我们也因此能够去帮助有相似遭遇的人。我自己就接触了残障的学生

（当然是在我的品格从自我中心被调整到懂得怜悯他人之后！）。试炼同时促使我们去发

现，生命中重要的是什麽，在世上一切事物中，也唯有试炼能常常驱使我们回到上帝面前，

我们在其中会看见爱、信心、关怀、以及家人和朋友的重要。 

第三，上帝早已预备出路。将来有个时刻，不再有任何痛苦，在天堂，有个超乎想像的乐

园等着人们去享受，上帝已打造这个有永恆荣耀的地方，那裡再也没有哭泣、痛苦、疾病、

或死亡，那是人们分享喜乐直到永远的地方。 

最后一提的是，上帝真的在乎，祂从未应许生命会无忧无虑，但祂却应许与人同在，耶稣

亲身感受过爱、怜悯、悲伤，并且那些受伤的人也被耶稣吸引。在祂的爱中，上帝渴望与

我们建立关係，「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

得永生。」──约翰福音 3 章 16 节。 

摘自： everystudent.com.tw/



恩讯与代祷  
 

1. 华文部 30 周年纪念 @大礼堂 

7/2 主日 8.30am 

讲员：叶光辉主任牧师 

 

2. 华文部新春联合崇拜 @大礼堂 

14/2 主日 8.30am （年初三） 

讲员：苏锦俊长老 

 

3. 福建崇拜 每主日 9.30am@崇拜厅  

华英崇拜每主日 11.30am@崇拜厅 

感谢神，福建崇拜及华英崇拜今年 

 1 月开始，每主日回到教会聚会。 

 

4. ZB COVID-19 援助基金: 

援助基金的申请日期延长至今年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有需要寻求帮

助者，请联系牧者、教会长执或电邮

件至：care@zionbishan.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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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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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08.30am 华粤崇拜 现场崇拜 145  

09.30am 福建崇拜 现场崇拜 28  

10.30am 英语崇拜 YT 直播   *294  

                  英语崇拜 现场崇拜 362  

                  淡米尔语新年崇拜    25  

10.30am 淡米尔语崇拜    25  

08.30am 华英主日查经  10  

   

10.00am 粤华主日查经  8  

10.30am 华语儿童主日学           36  

*同时观看现场直播最高人数   

   

讲台   

日期 题目 讲员 

17/1 凶恶园户的比喻 

可 12：1-12 
丘赐祥牧师 

24/1 以基督的心为心 

腓 2:1-13 
蔡常青长老 

31/1 罪人的堕落 

罗马书 1:18-32 
吴才良牧师 

每日读经表 11-17/1 

11 创      31-33 15 创      43-45 

12 创      34-36 16 创      46-48 

13 创      37-39 17 创      49-50 

14 创      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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