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粤崇拜 

  2 0 2 1 年 5 月 1 6 日  

 

虔敬颂赞神 

序乐/宣召祷告  

荣耀归于圣父* 

诗歌敬拜*          《赞 14 恳求圣父来临》 

使徒信经 

聆听神的话  

读经  约拿书第 4 章第 1 至 11 节  

证道   “躲避神旨的先知” 

诗歌敬拜*       《赞 22 祢信实何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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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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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乃浚弟兄 陈静鸿弟兄 
牧师 丘赐祥牧师 

林日泰牧师 
林日泰牧师 
丘赐祥牧师 

讲员 吴才良牧师 杨志群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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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常青长老 
田顺发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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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日泰牧师 
郭蓉珠姐妹 

司琴 苏美峰弟兄 黄敬义弟兄 
音响 黄运汉弟兄 

林慕侠弟兄 
杨继明弟兄 

黄运汉弟兄 
陆广亮弟兄 

 
招待组 刘   薇执事 

周秀娥姐妹 
苏笑凤姐妹 
江来发弟兄 
陈文喜弟兄 
龚金妹姐妹 
王烈霞姐妹 

黄伟杰弟兄 
李燕萍姐妹 
郑义强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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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神旨的先知 

讲员：吴才良牧师 

经文：拿 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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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对戴口罩和勤洗手非常在意，特别是原以为疫情可以有效的控管，政府也逐

渐放宽阻断措施。但正当我们期待继续开放之余，突然新增几个感染群，让人不敢掉

以轻心。保持社交距离、正确戴口罩和勤洗手成为我们防范疫情最佳的方法。  

耶稣和法利赛人曾经为了吃饭“洗手”这件事起了争论，我相信真理是越辩越明。法

利赛人曾经和耶稣辩论有关门徒们用“俗手”，其意是没有洗手就吃饭。对我们来说

洗手吃饭本来就是卫生问题，但他们的意思“俗手”是未按照宗教洁净礼仪洗手。他

们在饭前洗手不是为了清洁卫生，而是依照他们古人的遗传，是一种宗教礼仪；若不

这么做犹如犯了诫。法利赛人堂而皇之责问耶稣，指出耶稣不是从神那里来的，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 （可七 5） 

耶稣在反讽他们是在演戏言行不一，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

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可七 6）他们只是宗教

徒，是有敬拜神的外表，却没有敬拜神的实际，“有口无心”。他们口说得头头是道，

只有嘴唇的敬奉，心里却不尊敬神。耶稣指出他们将古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

将人的意见代替神的旨意，人的看法代替神的启示，这样的人敬拜神是枉然的。  

耶稣指出他们的假冒为善，说他们诚然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耶稣举例说明

神的诫命：是要人“孝敬父母，又说，凡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这是十诫中人际

关系的第一条诫命下。父母是子女的来源，咒骂父母就是咒骂自己的源头，是象征属

灵的死亡。比较古人的遗传：“人作了《各耳板》，就是把当给父母的那份已经当礼

物奉献给神，就可以不奉养父母”；可以说是藉口神道，而完全不理会人道。还有更

可怕的，就是他们假借奉献给神的名誉，不供给父母；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奉献。那就

是耶稣所说的“假冒”做好事，其实是“伪善”的行为。  

耶稣藉着这个机会解释什么事物能污秽人？他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惟

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可七 15）。从外在的“洗手”的仪式不会让人成

为“不洁”的人。一切不洁的源头是来自人的内部，是心的问题，而不是手的问题。

这包括“俗手”把食物送入肚子里，是不能污秽人的，最终落到茅厕里；但从人内心

所发出的恶念，就是一切罪行的起头，如：苟合、偷盗、凶杀、贪婪、邪恶、诡诈、

淫荡、嫉妒、谤讟、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可

七 18-23） 

不是有人这么说，邪恶的行为从一念之差开始，若我们允许“恶念”在人心里发作，

难免在行为上败坏我们与神的关系，并我们在人面前的声誉。这让我想起一节经文，

就是保罗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

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腓四 8）。这就是让我们内心所出

来的，不能污秽他人的“意念”。 

牧者手记                                                                                                           林日泰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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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奉献 General & Missions 

Fund & ZB COVID-19 援助基金 

PayNow: T10SS0029GGMF 

ZION BISHAN BP CHURCH 

援助基金：请在备注栏填写 

                 “CV19 MRF“ 

 

 

 

 

 

 

土地租赁续约基金 LL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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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聚会与奉献 人数  

   

08.30am 华粤崇拜/线上   *59  

08.30am 华粤崇拜  102  

09.30am 福建崇拜  38  

09.30am 淡米尔崇拜 18  

10.30am 英语崇拜/线上 *308  

10.30-5pm 英语崇拜  383  

11.30am 华英崇拜     61  

08.30am 华英主日查经  24  

9-9.45am 儿童主日学 -  

10.00am 粤华主日查经 -  

   *同时观看现场直播最高人数  

  

  

  

  

  

  

  

  

  

  

  

  

电子奉献 



紧急通知 

相信大家都知道政府刚宣布了关于疫情管控的最新指令，就是从 16/5

至 13/6 期间，加紧了我们教会崇拜与个人社交活动的管制。 

教会领袖也基于 1）会友的安全，2）同时兼顾属灵的需要的两大原

则，为主日的崇拜做了以下的决策与调整： 

1. 主日崇拜将配合政府的指令，实体的崇拜将局限不超过 50 人参与； 

2. 我们也因此鼓励会友们尽可能参与线上的崇拜，避免使用公共交通

从而减少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尤其是我们当中的年长者； 

3.  如果您是陈笃生医院，或樟宜机场的工作人员，以及在 4 月 18 日之

后到过陈笃生医院，或在 5 月 1 日之后到过樟宜机场或星耀商场的

访客，请参与线上崇拜； 

4. 查经班与其他小组聚会也将使用网上平台进行； 

5. 每个月一次的圣餐也将暂停，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另外通知； 

下列崇拜将照常在主日早上以实体与直播的方式进行: 

  华粤崇拜 ： 8.30-9.30am ，地点：大礼堂 

  华英崇拜 ： 11.30-12.30pm，地点：4 楼崇拜厅 

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与组长们将会与您联系，告知您参与的崇拜的

个别安排。 

我们当中不熟悉如何上网参与线上的崇拜，请联系您的牧师，好让我们

为您做些适当的安排。 

敬请会友们继续为着新加坡的疫情祷告仰望神的保守，并与政府配合遵

守疫情管控指令。。 

 



恩讯与代祷  

1. 再次提醒大家： 

今主日 16/5 开始至 13/6 所有的实体的崇

拜限为 50 人内，现场不允许开口唱诗，

群聚限为 2 人。 

因疫情的关系，本堂所有的实体主日查

经、 栽培班将延后开课，实体儿童主日学

暂停，直到另行通知。 

如果您是陈笃生医院，或樟宜机场的工作

人员，在 4 月 18 日之后到过陈笃生医

院，或在 5 月 1 日之后到过樟宜机场或星

耀商场的访客，身体感觉不适者，请留在

家里通过直播和我们一起参加崇拜。 

华粤崇拜早上 8.30 的直播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tFta9kCNB8 

华英崇拜 zoom 的链接， 请向华英崇拜

的牧师及长执询问。 

2. 肢体消息： 

本堂会友黄蝶枝姐妹于 12/5 安息主怀，

终年 93 岁。求主的灵安慰其家属。 

3. 圣餐主日： 

16/5 主日开始，每个月一次的圣餐暂

停，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另外通知 。 

4. 奉献： 

16/5 主日开始，现场将不会安排现金奉

献。鼓励大家可用电子转帐的方式奉献。 

 

5. 2021 常年会友大会（ACM）: 29/5 

星期六，下午 4 点至下午 6 点 

因受限于 COVID-19 疫情措施规定，

2021 年 ACM 将通过线上/代理投票

格式（Proxy Form）进行投票。 

“代理委任”表格 必须于 23/5 午夜

12 点前提交教会。有关 ACM 重要问

题的答复将发布在教会网站上。 

6. 华文部退修日（免费） 

19/6 星期六 9-11.30am 

20/6 主日  8.30am @大礼堂 

主题：以弗所书（三堂） 

讲员：柯哲辉博士 

            新加坡神学院讲师 

 聆听信息、会后分组分享、团契及 

 聚餐（自费）。 

 请于 30/5/2021 前登记： 

 华语崇拜 – Wendy；粤华崇拜 – 林牧师； 

 福建崇拜 – 志群执事；ME 崇拜 – Sarah 

7. 福建崇拜：16/5 至 13/6 暂停实体崇

拜 ,恢复到以录音崇拜的方式并在每主

日通过 WhatsApp 发送. 如果您希望

收到录音，请拨打 97511897 与杨志

群执事联系。 

8. 福建崇拜-双亲节福音崇拜 26/6 

星期六，10.30am @ 大礼堂 

“上帝的创造”，讲员：林俊亮牧师 

请向杨志群执事报名（97511897）或

线上报名：

http://bit.ly/ZBHSmothersday2021  



 

华粤崇拜行事历 

日期 时间 项目 地点 

19/5 

三 

7.30pm – 9.30pm 亲密之旅：第三堂课 

刘薇执事带领，Soh Hiang 姐妹从旁协助。 

ZOOM 

29/5 

六 

4-6pm 第 12 届会友大会 大礼堂 

19/6 

六 

20/6 

日 

9.00-11.30am 

 

8.30am 

教会华文部退修会 

主题：以弗所书（三堂） 

讲员：柯哲辉博士 

            新加坡神学院讲师 

大礼堂 

26/6 

六 

10.30am 福建崇拜-双亲节福音崇拜 

“上帝的创造”，讲员：林俊亮牧师 

大礼堂 

 
 

华粤崇拜讲台：  

 

日期 题目 讲员 日期 题目 讲员 

23/5 满有慈爱与 

公义的神 

鸿 1：2-10 

杨志群执事 30/5 母亲的信仰 

箴言 6：20; 

 提后 1：5 

楼建华牧师 

 

今主日证道： 

   8.30am 华粤崇拜： 吴才良牧师 

11.30am 华英崇拜： 吴才良牧师 

每日读经表 17-23/5 

17 代上   21-23 21 代下     5-7 

18 代上   24-26 22 代下     8-10 

19 代上   27-29 23 代下   11-14 

20 代下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