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文部 30 周年庆               

联合崇拜                                                        

2 0 2 1 年 2 月 7 日  

虔敬颂赞神 

序乐/宣召祷告  

荣耀归于圣父* 

诗歌敬拜*                 《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 

华语诗班献诗 （视频）           《主我敬拜祢》 

使徒信经* 

聆听神的话  

读经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 1 章 1 至 12 节  

证道   “ 何为属灵增长” 

诗歌敬拜*     《爱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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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rly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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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 丘赐祥牧师 林日泰牧师 
讲员 叶光辉牧师 苏锦俊长老 

讲道通译 陈丽华姐妹 郭蓉珠姐妹 
读经 张路得姐妹 蔡常青长老 
长老 

 
蔡常青长老 
田顺发长老 

蔡常青长老 
田顺发长老 

安全管理 陆娇卿姐妹 陆娇卿姐妹 
执事/工委 刘    薇执事 刘    薇执事 

领唱 
 

林日泰牧师 
郭蓉珠姐妹 

郭蓉珠姐妹 
杨宝玲姐妹 

司琴 苏美峰弟兄 陈郁文姐妹 
音响 黄运汉弟兄 

林慕侠弟兄 
黄运汉弟兄 
陆广亮弟兄 

招待组 刘    薇执事 
陈文喜弟兄 
张丽媛姐妹   
黄月香姐妹 
余敏玲姐妹 
高秀玲姐妹   
高秀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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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道  笔记 

题目：何为属灵增长 

讲员：叶光辉主任牧师 

经文：帖后 1：1-12 

 

 

 

 

 

 

 

 

 

 

 

 

 

 

 

 

 

 

 

 

 

 

 

 

 

 

 

 

 

 

讲员是本堂主任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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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妄之灾（路加福音 13：1-5）                                                      （默想新约）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 13：5） 

灾难来源有多种，一是从神而来，二是从魔鬼而来，三是从别人而来，四

是由自己制造。不过魔鬼与人并不能与神平等。任何灾难若不经神许可，

是不会发生的。 

（一） 灾难会突然来临：保罗如此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

忽然临到他们」（帖前 5：3）。俗语也说：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的

祸福。这是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这些加利利人曾被彼拉多所杀害，当时

他管理犹太省，希律管理加利利省，彼拉多竟越权杀害加利利人，明明是

与希律为敌。（路 23：12）这些真是无妄之灾，但灾难时常是带着重要的

人生教训。 

（二） 未必比别人更有罪：西罗亚楼倒塌时，只有十八人死亡。但加利

利人被害，不知多少人曾遭殃。犹太拉比常将「苦难与罪」连在一起。但

许多人比这些已死的人更有罪，虽然未死，但主耶稣严重警告说：你们若

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如果悔改，便可逃避将来可能来临更大灾难。那

些人已没有机会悔改便死了，但这些人仍有机会悔改哩！可见是蒙恩之辈。

别人死亡，我们不要辛灾乐祸，乃要表示感恩，因为神仍留我们的生命，

刀下留情。 

（三） 小灾是大灾的幸福：小灾来临，立即悔改，可以躲避大灾，小灾

变成警告，因此小灾来临，则不必遭遇大灾，小灾变成一种幸福。灾难是

没有眼睛的。日光与雨，神给好人亦给歹徒，照样，灾难来临，歹徒遭殃，

好人亦难免。好人遭殃，与罪恶无关，只是一种警告。我们不必怨天尤人，

仍以顺服为佳。神把人带到深水里，并非要淹死他，乃是要使他澈底洁净。



恩讯与代祷  

1. 奉献：今天在大堂楼上/楼下的门口
处放置奉献箱，大家可以在散会后，
将甘心乐意的奉献投入奉献箱里。 
愿神赐福与大家！ 

2. 华文部新春联合崇拜 @大礼堂 
14/2 主日 8.30am （年初三） 

《知所求，知所愿》诗篇 90:1-17 

讲员：苏锦俊长老 

通译：郭蓉珠姐妹 

当天将会预备奉献箱，所收奉献将
归入土地契约续期基金。 

3. 福建崇拜:《合家平安》 
农历新年与三周年庆 @ 大礼堂 
日期：20/2，星期六，10.30am 
讲员：孙忠成师  
欢迎大家到以下网址报名出席： 
http://bit.ly/ZBHokkienCNY 

4. 圣餐主日：21/2 
2 月的圣餐主日改为第 3 主日举行。 

5. 碧山协恩堂特别会友大会 ECM:  
预算审批 @大礼堂 
日期：2021 年 2 月 27 日， 
星期六，下午 4 点至下午 5 点。 

代理人委任的方式举行。 

 有关问题答复可在本教会网页查看。 

 请将您已填妥的代理委任表格于 21/2 
之前通过以下方式提交： 

1）电邮至 ecmzion@zionbishan.org.sg 

2）邮寄至笃信圣经长老会碧山堂 

3）来主日时，将表格投入“投递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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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   49  

08.30am 华粤崇拜  115  

09.30am 福建崇拜  42  

09.30am 淡米尔崇拜 26  

10.30am 英语崇拜/线上 193  

                 英语崇拜  570  

11.30am 华英崇拜     66  

08.30am 华英主日查经  22  

9-9.45am 儿童主日学 27  

10.00am 粤华主日查经 9  

*同时观看现场直播最高人数   

  

  

  

讲台   

日期 题目 讲员 

14/2 知所求，知所愿 

诗篇 90:1-17 
苏锦俊长老 

21/2 明白圣经 

晓得神的大能 

可 12：13-27 

丘赐祥牧师 

28/2 选择的人生 

传 7：1-14 
林日泰牧师 

每日读经表 8-14/2 

8 利       19-21 12 民        1-2 

9 利       22-23 13 民        3-4 

10 利       24-25 14 民        5-6 

11 利       2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