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粤崇拜 

  2 0 2 1 年 4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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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我事奉永活救主》 

古筝演奏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十字架》 

使徒信经* 

聆听神的话  

读经  路加福音第 24 章第 1 至 8 节  

证道   “我信身体复活” 

诗歌敬拜* 《赞 109 我的救赎主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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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894967（华语崇拜） 

林日泰牧师：91826957（粤华崇拜） 

杨志群执事：97511897（福建崇拜） 

吴才良牧师：84280525（华英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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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员是本堂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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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健耀牧师 侯文华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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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顺发长老 
蔡常青长老 

执事/工委 刘    薇执事 
陈静鸿弟兄 

刘    薇执事 
陈静鸿弟兄 

领唱 
 

范文娟姐妹 
杨代红姐妹 

郭蓉珠姐妹 
林日泰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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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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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义强弟兄  

 

证道  笔记 

题目：我信身体复活 

讲员：郑健耀牧师 

经文：路 24：1-8 

 

 

 

 

 

 

 

 

 

 

 

 

 

 

 

 

 

 

 

 

 

讲员是忠心堂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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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十八年            （路加福音 13：10-17）                          （ 默想新约） 

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

解开她的绑吗？（13：16）  

主耶稣多次在安息日治病，救人，是人们在「安息日」获得真正的安息。

法利赛人和墨守成规的犹太人在安息日不做事，乃是存畏惧的心，并无享

受安息的快乐心情。耶稣为要纠正这种遗传的错误，所以在安息日治病   

救人。  

（一）十八年是一个重要的年数：上文记载西罗亚楼倒了，曽压死十八个

人，这里则记载这妇人被鬼缠绕了十八年。「十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

数。以色列人十二岁便成了律法之子，也念完了六年的拉比小学。由十三

岁至三十岁这十八年间，有人出去工作，但有人继续研究更高的律法学问，

可以成为社会领袖人物。不过许多家长在儿童至成人的十八年间，不予子

女正确的教导，以致他们被魔鬼所利用，成为社会为非作歹之人。  

（二）腰直不起来，不能看见主：这妇人被鬼所害，以致弯腰，变成驼背

的残废者。她无法抬头望天，耶稣来了，她也看不见，不过她不灰心，仍

然到会堂内参加崇拜。主耶稣医治她的方法是很特殊的，他用两只手按着

她，使她更弯腰，更驼背，然后使他像一条弹簧一样马上直起腰来了。人

都是弯腰的，但耶稣到世上来为要使人正直，脱离撒旦的捆绑。那些假冒

为善的人，虽然身体未被捆绑，但他们的心比这妇人的身体更弯曲，因为

他们的心被撒旦所控制。耶稣医这妇人，使她脱离心灵的弯曲与身体的弯

曲。她获得医治，直起腰来，看见了耶稣，进入了另外一个境域。觉今是

而昨非，重新做人，站立在基督这一边，对撒旦作战。心灵的正直，是最

正直的正直，有正直才有真正的自由。



恩讯与代祷  
 

1. 复活节崇拜/圣餐主日：今主日 4/4 

“我信身体复活”，路 24：1-8 

讲员：郑健耀牧师，陈丽华姐妹通译 

今天将会预备奉献箱，大家可以在散会

后，将甘心乐意的奉献投入奉献箱里。 

2. 祷告会：7/4  8pm ZOOM （星期三） 

四月份的线上祷告会安排在 7/4，   

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  

3. 乐齡 360活动： 

乐齡 360 将于 4 月 10 日(星期六)早

上 1030 分于四楼崇拜厅举办 

“乐龄疫苗接种”实体健康讲座。 

讲座将由本堂医生主讲。请弟兄姐妹

邀请新朋友并报名出席，人数限为

50 人。 

有意参加者可在今天于招待处报名或

将您和 /朋友姓名和联络电话通知

Wendy 姐妹 (办公室电话 63538081

或 whatsApp 至 98377641) 。 

4.  洗礼/转籍主日：18/4 

我们欢迎以下的弟兄姐妹加入主的 

大家庭： 

成人洗礼：骆潮河、邹富华、丁雅梅、 

                    梁瑞琼 

儿童洗礼：李家承 

        转籍：赵金华、罗白凤、洪文英 

欢迎邀请亲友来观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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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08.30am 华粤崇拜  131  

09.30am 福建崇拜  53  

09.30am 淡米尔崇拜 20  

10.30am 英语崇拜/线上 195  

                 英语崇拜  711  

11.30am 华英崇拜     71  

08.30am 华英主日查经  22  

9-9.45am 儿童主日学 29  

10.00am 粤华主日查经 25  

*同时观看现场直播最高

人数 

  



 

华粤崇拜行事历  

日期 时间 项目 地点 

7/4 

三 

8.00pm 线上祷告会 ZOOM 

10/4 

六 

1030am 乐齡 360 活动：“乐龄疫苗接种” 

讲员： Dr Peter Wang   

通译：何雪琳医生 

4 楼崇拜厅 

17/4 

六 

2-5pm 华文部工委及理事会议 Auditorium 
#04-01 

18/4  

日 

8.30am 洗礼、转籍主日 大礼堂 

  

  

 

讲台   

日期 题目 讲员 

11/4 酒用尽了 

约 2：1-11 

侯文华长老 

18/4 信仰的护国神山 

罗 2：17-3：8 

吴才良牧师 

25/4 生死存亡 

传 9：1-18 

林日泰牧师 

 

每日读经表 4-10/4 

4 撒上  12-14 8 撒上    24-26 

5 撒上   15-17 9 撒上    27-29 

6 撒上   18-20 10 撒上   30-31 

7 撒上    2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