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粤崇拜 

  2 0 2 1 年 5 月 3 0 日  

 

虔敬颂赞神 

序乐/宣召祷告  

荣耀归于圣父* 

诗歌敬拜*          《赞 364 赞他赞他》 

使徒信经 

就职礼 林日泰牧师主礼 

聆听神的话  

读经  箴言第 6 章第 20 节及 

  提摩太后书第 1 章第 5 节  

证道   “母亲的信仰“ 

诗歌敬拜*       《赞 139 生命之道极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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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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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志群同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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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赐祥牧师 田顺发长老 
牧师 丘赐祥牧师 

林日泰牧师 
丘赐祥牧师 
林日泰牧师 

讲员 楼建华牧师 丘赐祥牧师 
讲道通译 陈丽华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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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事 刘    薇执事 
陈静鸿执事 

刘    薇执事 
陈静鸿执事 

领唱 范文娟姐妹 范文娟姐妹 
司琴 苏美峰弟兄 苏美峰弟兄 
音响 黄运汉弟兄 

林慕侠弟兄 
黄运汉弟兄 
林慕侠弟兄 

招待组 刘    薇执事 
董沫黎弟兄 
陈淑娥姐妹 

刘    薇执事 
陈文喜弟兄 
巫辅庚姐妹  

 

证道  笔记 

题目：母亲的信仰 

讲员：楼建华牧师 

经文：箴言 6：20; 提后 1：5 

 

 

 

 

 

 

 

 

 

 

 

 

 

 

 

 

 

 

 

 

 

讲员是仁爱堂归正福音教会主任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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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路 14：11） 

这一章圣经记载有关吃饭问题的四方面：一是吃饭行善，二是婚宴与

座位，三是请客的对象为伤残人士，四是三种推辞参加神果宴席的人。

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也是切身问题，不过有许多人想得财主桌上掉

下来的碎渣亦不可能，有许多人却利用请客来炫耀自己的财富。  

（一）吃饭与行善：依照犹太人的规矩，如有人请贵宾吃饭，亦必有

穷人或伤残者来求恩。因此讲究的有钱人便有机会同时行善。这里有

一个患水臌的人。即肚腹有水，使肚腹胀大，是一种绝症。当日是安

息日，耶稣在宴席中把他医好了。腹水流出，肚腹回复健康，使他获

得真正的安息。正如牛驴在安息日也有权享受神所赐的安息一般。用

钱请客吃饭，勿忘行善。许多人为祝寿而请客，花费三四千元，但为

祝寿而感恩，又能奉献若千呢？  

（二）婚宴与座位：好高喜名，人之常情，但基督徒应常存谦卑的心

与态度为人，位高与位底并不影响食欲与健康，但谦卑人以后被人升

高而获得的荣耀，不过是人生的一个小镜头。谦卑人在神眼中是宝贵

的，神必赐福与他，却抑制骄傲人与好名的人，因为自高与好名，均

为魔鬼行为的缩影。 

（三）请客的对象应为伤残人士：午饭或晚饭是犹太人每日两餐的名

称，请吃晚饭乃是吃大餐。请富足的亲朋来吃饭，不过是锦上添花，

而且只获得人的报答。但行善最乐，许多教会在复活节或降生节请穷

人或年老无依者吃一顿饭，同时向他们传福音，并分赠礼物，乃是值

得效法的，因为主必报答。金钱用得有天上价值，而且要与行善有关，

此人就有福了。 

 

吃饭问题    （路加福音 14：1-14）                                                            （默想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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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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08.30am 华粤崇拜  28  

09.30am 福建崇拜  -  

09.30am 淡米尔崇拜 18  

10.30am 英语崇拜/线上 *464  

10.30-5pm 英语崇拜  186  

11.30am 华英崇拜     60  

08.30am 华英主日查经  27  

9-9.45am 儿童主日学 36  

10.00am 粤华主日查经 -  

   *同时观看现场直播最高人数  

电子转账奉献  

共计：  

  

ZB COVID-19 援助基金  

迄今支付数额： $219,507.69 

  

土地契约续期基金  

免息贷款： 5,000.00 

电子转账奉献： 10,422.48 

至今总筹得： $7,494,975.99 

至今收到免息贷款： $3,808,000.00 

  
电子奉献 



恩讯与代祷  

1. 家讯： 

1 感谢主使用陈静鸿弟兄，即日起委任

为本堂执事，协助牧师与长老， 同心事

奉神。 

2 即日起杨志群弟兄将卸下其在华语堂

执事职分；接下来他主要的工作是负责

福建崇拜及其他教会事工。我们感谢志

群弟兄多年在华语崇拜的服事，愿神赐

福他的事奉和家庭。 

2. 再次提醒大家： 

自 16/5 主日开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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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请大家尽量

参与线上崇拜，让我们保留位子给无法

参与线上崇拜的弟兄姐妹回到教会参与

实体敬拜，谢谢大家的配合与谅解！ 

请所有参加实体敬拜的弟兄姐妹戴上有

良好过滤的口罩，不包括某些戴布料或

面料的口罩。 

为了每个人的安全，若我们发现您们的

口罩不适合， 我们将大堂门口前的接待

处，为您们提供手术口罩或其他适合的

口罩。  

3. 主日学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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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圣餐及现场奉献：16/5-13/6 

每个月一次的圣餐暂停，现场也不

会预备奉献箱。 

鼓励大家可用电子转帐的方式奉献。 

 

5. 祷告会：2/6  8pm ZOOM （周三） 

鼓励弟兄姐妹预备心同心合一参

与，为着教会牧者领袖、圣工、社

区、 家庭、肢体及国家等事项守望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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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主日证道： 

  

  8.30am 华粤崇拜： 楼建华牧师 

11.30am 华英崇拜： 蔡友明牧师 

http://bit.ly/ZBHSmothersday2021


华粤崇拜行事历 

日期 时间 项目 地点 

2/6 

三 

8.00pm 线上祷告会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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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6 
基督的预言 

可 13：1-13 
丘赐祥牧师 

13/6 
愚者之昧 

传 10：1-20 
林日泰牧师 

20/6 待定 柯哲辉博士 

27/6 

开这少年人的眼
目 

王下 6：8-23 

 侯文华长老 

 

 

每日读经表 31/5-6/6 

31  拉      1-2 4  拉       9-10 

1  拉      3-4 5  尼       1-3 

2  拉      5-6 6  尼       4-6 

3  拉      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