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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崇拜 

  2 0 2 2 年 5 月 1 日  

 

虔敬颂赞神 

序乐/宣召祷告  

荣耀归于圣父* 

诗歌敬拜*           《赞 11 赞美全能神》 

使徒信经 

聆听神的话  

读经   路加福音第 24 章第 46 至 49 节  及 

                               使徒行传第 1 章第 6 至 11 节  

证道   “教会的使命“  

诗歌敬拜*       《赞 334 我传福音甚欢欣》   

以虔守圣餐敬拜 

虔守圣餐    《主祷文》              丘赐祥牧师主礼 

奉献谢祷*              

祝祷* 《愿主赐福看顾你》  

报告    

默祷散会 

会众立*   

 

08.30am 华语崇拜/线上   

09.00am 福建崇拜  

10.30am 华英崇拜   

10.45am 粤华崇拜/线上   

 

主日学/查经班 

08.30am   华英主日查经  

9-9.45am 儿童主日学 

09.00am   粤华主日查经 

10.00am   华语主日查经 

一． 成人查经班 

二． 栽培班 

10.15am  福建主日查经 

 

 

其他崇拜 

 09.30am 淡米尔崇拜 

 08.30am 英语崇拜/线上 

10.30am  英语崇拜/线上 

   3.00pm 英语崇拜 

   5.00pm 英语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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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使命 

讲员：丘赐祥牧师 

经文：路 24：46-49；徒 1：6-11 

 

 

 

 

 
 
 
 
 
 
 
 
 
 
 
 
 
 
 
 
 
 
 
 
 
 
 
 
 
 
 
 
 
 
 
 
 
 
 

 
 

讲员是本堂牧师

    

岗位 本主日 
圣餐主日 

下主日 
 

主席 田顺发长老 丘赐祥牧师 
讲员 丘赐祥牧师 吴才良牧师 

长老 田顺发长老 田顺发长老 

执事 刘    薇执事 
曾介珍执事 

刘    薇执事 
曾介珍执事 

领唱 范文娟姐妹 
杨代红姐妹 

范文娟姐妹 
杨代红姐妹 

司琴 苏美峰弟兄 黄敬义弟兄 
读经 田顺发长老 丘赐祥牧师 
音响 黄运汉弟兄 

林慕侠弟兄 
黄运汉弟兄 
李志荣弟兄 

招待组 张丽媛姐妹 
高秀玲姐妹 
高秀娟姐妹 
黄月香姐妹 

陈文喜弟兄 
余敏玲姐妹 
梁焕娇姐妹 
李惠芳姐妹 

mailto:care@zionbishan.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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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温带的人，他们对季节的转换非常敏感，他们的确可以

感受到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三章所说的：“凡事都有定期，天下

万务都有定时”。四月 26 日是我们新加坡人等待多时及期待

的时刻终于来到，现在我们似乎恢复疫情前的生活方式，种种

的限制逐渐放宽，上班上课都不受人数的限制，我们所有的同

工都回来上班，只是需要带口罩和他人交流沟通。  

今年五月一日劳动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劳动节期”，

几个崇拜“劳动”起来，有的换了时间，有的换了地点。我们

华粤崇拜搬到四楼，而在一点的英语崇拜移到大堂早上八点半

敬拜；华语崇拜和粤华崇拜今天分开敬拜，华语崇拜照样是在

主日早上八点半，地点却换回之前的四楼崇拜厅，而粤华崇拜

却换到主日早上十点四十五分在四楼的聚会厅（Audi 

1&2）；福建崇拜之前是在主日早上九点用四楼崇拜厅，现在

换到四楼的聚会厅；华英崇拜之前是十一点用四楼崇拜厅，现

在改到十点半开始敬拜。  

在过去凡要参加崇拜的人都需要完成接种疫苗，或已经打了加

强针才可以出席崇拜；还需要携带“合力追踪便携器”点击出

入，以及预先报名才可以出席，而且每个人都需要在入口处登

记报到。但从五月一日开始，以上种种措施都不需要了。不论

你是否有打疫苗都可以出席，不必预先报名，不必携带合力追

踪器，不需要保持一米距离，还可以开声唱诗赞美主，只是在

教堂范围内都需要带口罩。  

在预备分开崇拜之时，其中一个需要考量的是直播的问题。是

否还需要继续直播？也许有人问到底直播有多少人上网收看  

 牧者手记                                                                                           林日泰牧师 



 

 

 

呢？如果继续直播的话，是否有人以此不愿意回到实体崇拜

呢？教会最重要的考量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因着身体软弱，

不能出席崇拜，这样他们在家里可以和我们一起同心敬拜。我

们可以藉着直播来帮助他们尽信徒的责任及灵命得到更新和教

会一起同行。也许弟兄姐妹不知道，当我们在五月一日更换场

地崇拜时，教会的确需要买许多的器材来完成直播的事工。我

真的很盼望那些在家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会珍惜得来不易的祝

福，除了买硬件之外我们也需要弟兄姐妹学习如何操作所有的

器材。请弟兄姐妹为这个事工代祷，不论是华语崇拜或是粤华

崇拜，都是用新的器材和新的操作方式，祈求主让我们可以顺

利直播，影像和声音都到位，成为神祝福的出口。  

常听到有人这么说“计划跟不上变化”，这个变化不是消极

的，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服事并且得到更佳的喂养。保罗劝勉

我们在主里永远保持正面的态度，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

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

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

的旨意。  ”（罗 12：1-2）我们今天的的确确经历了变化，

但在这变化的当儿我们是否发现到“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

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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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奉献 

General & Missions Fund  

PayNow: T10SS0029GGMF 

ZION BISHAN BP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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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奉献 上主日聚会与奉献 人数  

08.30am 华粤崇拜/线上  * 51  

08.30am 华粤崇拜  93  

09.00am 福建崇拜   40  

09.30am 淡米尔崇拜 20  

10.30am 英语崇拜/线上* 279  

10.30-5pm 英语崇拜  647  

10.30am 华英崇拜     76  

08.30am 华英主日查经  16  

9-9.45am 儿童主日学 36  

10.00am 华语主日查经 暂停  

10.00am 粤华主日查经 14  

   *同时观看现场直播最高人数  

  

  

  

  

  



 

恩讯与代祷  
 

1. 欢迎大家，包括未接种疫苗的弟兄姐妹，

出席实体崇拜。出席崇拜者不需预先报

名，也无需扫描合力追踪便携器 。 

 为降低新冠病毒感染风险，本堂将继续

实施以下措施: 

 整个教堂场所被视为“室内”，任何

人踏入大门时都须戴上口罩。 

 现场会众允许戴上口罩唱诗敬拜。 

 若身体不适，请居家参与直播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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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祷告会：4/5，8pm ZOOM（三） 

分享：曾介珍执事。 

让我们一起祷告吧！邀请主内家人同心

合一参与为各事项守望祷告！ 

3. 华语崇拜成人查经班： 

5 月 8 日开始将恢复实体上课， 

时间：上午 10-11.30am 

i  栽培班:  长进之路 ，3 楼  #304-305 

   导师：丘赐祥牧师 

ii 成人查经班：小先知书，3 楼  #音乐室 

   导师：田顺发长老 

 
 
 

4. ZBCS 崇拜部音响/PA 组

招募事奉人员 

为了使崇拜在新的场地能够顺利进行，每

场次我们希望能安排 3 位事奉人员互相配

搭，即 i 投影控制 ii 音响控制   iii 线上直播

控制。因此，音响组非常需要更多的弟兄

姐妹参与事奉。 

若您懂得操作电脑，有兴趣了解教会音响

系统及线上直播控制等，都可以前来观摩，

学习一起配搭服事，一起在事奉中成长。 

愿神的灵感动您并赐力量给您，勇敢的参

与这项事奉。阿们！ 

有意者，可通知牧师、音响组团队。 

5. 福建崇拜-母亲节福音崇拜 

“当孝敬父母” 

讲员：孙忠诚牧师 

新加坡福建丰收主席 

日期：8/5 主日，9.00am ， 

地点： 4 楼 Auditorium 

鼓励大家邀请亲友出席！ 

报名方式：

https://bit.ly/ZBParentsDay22  或 向

杨志群传道报名 （97511897）  

 

 

 

https://bit.ly/ZBParentsDay22


 

 

6. 乐龄 360 讲座和联宜 

诚挚邀请您参与聆听吕绮缤姐妹（营养师）

讲述"健康的食用零食：了解事实，选对

零食！" 

日期：2022 年 5 月 14 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 10 点半至中午 12 点） 

地点：四楼崇拜厅（实体参与）或 Zoom

方式参与； 

欢迎邀请未信主的朋友一起参加。 

请 WhatsApp Wendy 姐妹

（98377641）或向各堂牧者报名 

7. 2022 常年会友大会（ACM）: 28/5 

星期六，下午 4 点至下午 6 点 

因受限于 COVID-19 疫情措施规定，

2022 年 ACM 将通过线上/代理投票

格式（Proxy Form）进行投票。 

ACM 的通知函及 ACM 报告文件将于

7/5 通过电子邮件仅发送给所有拥有

合格投票权的领餐会友。 

 若您在 9/5 还未收到以上通知函，请联

系教会办公室电话：63538081, 

或电邮至 ACMZion@zionbishan.org.sg 

 若您希望将项目列入议程或有任何疑

问，必须于 14/5 前电邮至：

ACMZion@zionbishan.org.sg 通知长老会

秘书，以供长老会审议。 

 请参与于 5 月 14 日 , 3.30pm ，4 楼

Auditorium 举行的教会扩建对话会议，

了解详情。 

 

 

 

  讲台： 

日期 题目 讲员 

8/5 
圣灵的洗和说方言 

徒 2：1-13 吴才良牧师 

15/5 
苦难教会的服事 

徒 5：1-5 林日泰牧师 

22/5 
被圣灵充满 
徒 6：1-8 杨志群传道 

29/5 
从约伯记看危机 
伯 1：6-22 蔡友明牧师 

今主日证道：  

  8.30am 华语崇拜： 丘赐祥牧师 

  9.00am 福建崇拜： 杨志群传道 

10.30am 华英崇拜： 吴才良牧师 

10.45am 粤华崇拜： 林日泰牧师 

 

每日读经表 2-8/5 

2 王下    4-6 6 王下   14-15 

3 王下    7-8 7 王下   16-17 

4  王下  9-10 8 王下   18-20 

5 王下   11-13   

 

mailto:至ACMZion@zionbishan.org.sg


 

教会近期活动亮点 

 

  

 

 

 

日期 时间 项目 负责堂会/ 

事工 

地点 

24/4 至

15/5   

主日 

10.30am 从怀疑到相信 福音系列 （华语） 

讲员：吴才良牧师 

24/4 神创造天地，可信吗？ 

01/5 世人犯了罪，真的吗？ 

08/5 钉十架耶稣，是答案？ 

15/5 耶稣复活了，可靠吗？ 

 

欢迎邀请未信亲友参与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83150901

877 

Meeting ID: 831 5090 1877 

华英崇拜 4 楼崇拜厅/ 

ZOOM 

4/5 

三 

8.00PM 祷告会 

分享：曾介珍执事。 

华粤崇拜 ZOOM 

8/5 

日 

10.30am 母亲节福音崇拜 

“当孝敬父母”，讲员：孙忠诚牧师 

福建崇拜 4 楼 

Auditorium 

10/5， 

24/5 

二 

2pm 

 

乐龄 360 平日活动 

每月第二和第四个星期二 “棋盘游戏“ 

组长：张汉锦弟兄 

乐龄 360  

14/5 

六 

10.30am 乐龄 360 讲座：健康的食用零食： 

“了解事实，选对零食！" 

讲员：吕绮缤姐妹（营养师） 

乐龄 360 4 楼崇拜厅 

19/6 

日 

 

8.30am 

第一堂 

10.30am 

第二堂 

华文部联合退修主日 

打美好的仗 1&2  

讲员：许覃陌牧师 

华文部 4 楼崇拜厅/ 

直播 

https://us02web.zoom.us/j/83150901877
https://us02web.zoom.us/j/831509018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