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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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普世欢腾救主下降》 

使徒信经 

聆听神的话  

读经   启示录第 2 章 8 至 11 节    

证道   “士每拿教会“ 

诗歌敬拜*       《祢坐着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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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志群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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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志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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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道  笔记 

题目：士每拿教会 

讲员：林日泰牧师 

经文：启 2：8-11 

 

 

 

 

 

 

 

 

 

 

 

 

 

 
 
 
 
 
 
 
 
 
 
 
 
 
 
 
 
讲员是本堂牧师。

    

岗位 本主日 下主日 

主席 蔡常青长老 何乃浚弟兄 

牧师 林日泰牧师 丘赐祥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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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事 陈静鸿执事 刘    薇执事 

领唱 范文娟姐妹 
 

范文娟姐妹 
杨代红姐妹 

司琴 苏美峰弟兄 苏美峰弟兄 
音响 

黄运汉弟兄 
陆广亮弟兄 

李志荣弟兄 
林慕侠弟兄 
杨继明弟兄 

招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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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are@zionbishan.org.sg
mailto:alby@zionbishan.org.sg
mailto:ho.shirlynn@gmail.com


 

 

 

最近在研究启示录，“金灯台”这个词不断重复的出现，我觉得

主是否要我们在“金灯台”上学习到一些重要的功课？但是根据

历史的记载，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约在三十年前，就是主后

70 年，罗马提多将军攻陷耶路撒冷，已经把圣殿里所有贵重的

圣物，包括金灯台都掳掠到罗马去了。那么在启示录当中主似乎

要教导的应该是关于它的属灵意义。金灯台在出埃及记廿五章中

描述，是“用一块一他连得的精金，就是 34.2 公斤的纯金，没

有任何的渣滓”，没有焊接或裂缝，非常精致打造出来的。  

当我们比较在圣所和至圣所内的物件，是用皂荚木造的，然后里

外包金。但金灯台和约柜上的施恩座是用“精金”打造的，按照

以上的原则，任何与神的直接临在有亲密关系的物件，都是用精

金制造的。金灯台制造是比较复杂“要用精金作一个灯台。灯台

的座和干与杯、球、花接连一块捶出来。灯台两旁要杈出六个枝

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

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

从灯台杈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出廿五 31-33）。  

在会幕中金灯台是唯一的光源，当七枝灯同时点亮就有足够的亮

度，就把进来的人照明，人就可以进到里面看到圣所里的一切。

金灯台又被称作神的灯，表明是专属于会幕里使用的。根据我到

以色列的经验，犹太人的家里不点七灯台，他们觉得这是属于圣

牧者手记                                                                                                       林日泰牧师 



 

 

殿的东西，他们在家里点的是“九”灯台，是在八天的光明节

（Hanukkah）每天点一盏，中间那盏是服事另外八盏而存在。

会幕里的灯火源自最初祭坛上的圣火，“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

（利九 24）  

启示录中指七灯台是七个教会，从某个意义来看，七教会都是从

一个灯台出来的，虽是不同的位置，但地位是同等的，而且每一

枝金灯台都是精心打造，都是出于一块精金。意思是说，不论我

们在哪一间教会，不论大小，或哪一个崇拜，在主里都是非常宝

贵的，包括当时非常贫穷的“士每拿”教会，主说“我知道你的

患难，你的贫穷（在灵里；你却是富足的）”（启二 9）。士每

拿教会被列在七金灯中之一，不论是属于哪一枝的灯台，灯台唯

一的功用就是要发光。这好比协恩堂的标语“山上的城，世上的

光”。  

耶和华晓谕摩西要他们“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

灯，这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利廿四 3）。若不幸灯

台的火熄灭了，就要到祭坛上取“圣火”来点燃，不能献上“凡

火”（利十 1）。这给了我们一个功课，当我们的灯熄灭了，就

要认罪悔改求耶稣基督羔羊宝血涂抹我们，方能回到祂的教会里

继续为主发光。我不知道每主日你回到天父面前会作的第一件事

是什么？我想我会先求主检查我的内心，看看那里是否得罪主或

人，求主赦免给我一个洁净的心来敬拜服事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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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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4  

08.30am 华粤崇拜  47  

09.00am 福建崇拜  29  

09.30am 淡米尔崇拜 15  

10.30am 英语崇拜/线上* 226  

10.30-5pm 英语崇拜  546  

11.00am 华英崇拜     55  

08.30am 华英主日查经  17  

9-9.45am 儿童主日学 36  

10.00am 华语主日查经-小先知书 暂停  

10.00am 华语主日查经-栽培班 暂停  

10.00am 粤华主日查经 暂停  

   

   *同时观看现场直播最高人数  

电子奉献 



恩讯与代祷  
 

1. 欢迎已完全接种疫苗的弟兄姐妹回到教

会参与上限为 280 人实体崇拜。 

 为降低新冠病毒感染风险，依照政府刚

宣布延长的防疫措施，本堂将继续实施

以下措施直到政府发布新的规则: 

 鼓励 60 岁及以上的年长者留在家中参

加线上崇拜或活动。 

 未接种疫苗的弟兄姐妹，可以预先在卫

生部批准的诊所或检测中心作了 24 小

时内有效 PET 检测呈阴性结果，才可以

参与实体崇拜。 

 圣餐将于第一主日举行，并预备奉献箱。 

 倘若会友家中成员有人的 Covid-19 检

测结果呈阳性，请联系教会的工作人员

或领袖，以便教会可以迅速采取进一步

的安全措施及给与教牧关怀。 

 若有任何疑问，请随时与牧师或各堂会

长执联系。 

 再次提醒大家： 

 身体不适或收到行动限制通知者，请留

在家中并通过直播参与线上崇拜。 

 每主日聚会，会众仍然不允许开口唱诗、

要戴上一次性医疗手术口罩、勤 

洗手、并与大家保持安全距离！ 

2. 教会补习事工：2022 招募补习老师 

负责中小学华文`英文`科学与数学课程

辅导每逢周 4 晚上 19.00~21:00 开展教

学工作。有兴趣者请联络： 

丽慧 Li Hwee (96727467) 

智豪 Timothy (92715785) 

* 合作伙伴：援触家庭服务中心 

  

3. 26/12 主日 圣诞节联合崇拜， 

8.30am, 大礼堂 

欢迎已完全接种疫苗的弟兄姐妹及未信

亲友出席实体崇拜。 

证道题目：圣诞的旋律 

经文：路 1：46-48，2：13-14 

讲员：陆志远牧师，通译：陈丽华姐妹 

4. 31/12守岁聚会，星期五7.30-9.00pm 

地点：4 楼崇拜厅 

讲员：吴才良牧师 

筹办：粤华小组 103 

聚会中有感恩分享时光。欢迎出席！ 

 

今主日证道：  

  8.30am 华粤崇拜： 林日泰牧师 

  9.00am 福建崇拜： 黄约瑟弟兄 

11.00am 华英崇拜： 林日泰牧师 

华粤崇拜讲台： 

日期 题目 讲员 

19/12 
总要儆醒祷告 

可 14：26-42 
丘赐祥牧师 

每日读经表：13-19/12 

13 来       5-7 17 彼前        1-2 

14 来       8-10 18 彼前        3-5 

15 来     11-13 19 彼后        1-3 

16 雅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