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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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am 茶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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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am   华语主日查经 

一． 成人查经班 

二． 栽培班 

三． 慕道班 

10.30am  福建主日查经 

 

其他主日崇拜 

 09.30am 淡米尔崇拜 

 08.30am 英语崇拜 

10.30am  英语崇拜 

  4. 30pm 英语崇拜 

    

 

 

 

                                 

华语崇拜 

  2 0 2 3 年 2 月 2 6 日第 2 9 卷 9 期  

虔敬颂赞神 

序乐/宣召祷告  

荣耀归于圣父* 

诗歌敬拜*           《赞 24 这是天父世界》 

 《短 1.7 野地的花》 

启应经文 启示录第 22 章第 10 至 21 节 

使徒信经* 

聆听神的话  

读经  约翰福音第 14 章 1 至 8 节 

证道  “  全心跟随主脚步“  

诗歌敬拜*              《赞 285 耶稣领我》 

公祷 

奉献谢祷*                 

祝祷* 《愿主赐福看顾你》  

报告 

默祷散会 

会众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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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志群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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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志文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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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跟随主脚步  

讲员：杨志群牧师 

经文：约 14：1-8 

 
 
  

 
 
 

 
 
 

 
 
 

 
 
 

 
 
 

 
 
 

 
 
 

 
 
 

 
 
 

 
 
 

讲员是本堂牧师。

    

岗位 本主日 下主日 
主席 李志荣弟兄 田顺发长老 
讲员 杨志群牧师 丘赐祥牧师 
领唱 

/助唱 
张晶晶姐妹 
范文娟姐妹 
黄毅琳姐妹 

范文娟姐妹 
高碧萱姐妹 
张晶晶姐妹 

司琴 黄敬义弟兄 苏美峰弟兄 
读经 陈碧华姐妹 曾介珍执事 
音响 黄运汉弟兄 

黄碧珊姐妹 
李志荣弟兄 
林慕侠弟兄 

招待组 苏笑凤姐妹 
江来发弟兄 
周秀娥姐妹 
陈淑娥姐妹 

张丽媛姐妹 
高秀玲姐妹 
高秀娟姐妹 
卢丽娟姐妹 

茶叙 
招待 

周秀娥姐妹 
高碧萱姐妹 
梁焕娇姐妹 
陈碧华姐妹 
欧阳淑婉姐妹 

 
福建堂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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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呼召亚伯兰，并为他改名为亚伯拉罕（创 17:5），是要借着他把神的应许与福分

延伸到万民万族当中。亚伯拉罕一生中有几个关键的考验，其中一个是吾珥与迦南

之间的抉择。 

吾珥处于两河流域的肥沃地带，即米所波大米。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促使它

成为一个相当繁荣与文明的大城市。按考古的资料显示，吾珥出产许多黄金与珠宝，

其建筑、雕刻艺术、人造运河、算术图表（用于计算平方与立方根的数学公式）曾

经闻名于世。这样伟大又富饶的城市，正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向往之地；神却呼召

亚伯拉罕离开此地，到一个他完全不知道，也从未听闻的陌生环境。这是相当不容

易取舍的一件事，从吾珥到迦南，是一条信心之路，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思考： 

一．从使命的角度看 

神为何要亚伯拉罕离开吾珥？从当时的环境来说，这是一个偶像林立之地，从泥版

上所记载的资料得知，当时最高崇拜的神叫月神 Nanna，闪语称作 Sin。圣经没有

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信奉独一真神。但肯定的是，亚伯拉罕必须

先有了独神信仰的观念，神才进一步呼召他离开吾珥城，那时他才七十五岁。换句

话说，离开吾珥不只是消极的离开拜偶像的环境，神的旨意是要借着这位信心之父，

把独神的信仰传遍万族万民。 

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家时，祂就应许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

得福。”（创 12:3）神给亚伯拉罕三个应许：其一是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其二是

使他的名为大；其三是使他成为世上万族蒙福的媒介。这是个普世的计画，这计画

从一个家庭产生一个民族，从一个民族产生一位救主，最终为全人类带来救恩。新

约在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时，列出的两位女子（喇合、路得）竟然都是外邦女子，

除了凸显这些外邦女子因着信心而蒙恩的事实外，也凸显出神早已为外邦人安排   

救恩。 

 

吾珥与迦南之间的抉择（创 12:1-5）                                                               郑盛光 



 

二．从身分的角度看 

离开吾珥意味着身分上的改变：从定居者变成寄居者；从固定的大房屋变成到处支

搭帐棚。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自从七十五岁离开吾珥，直到他一百七十五岁离

开世界，都是生活在简单的，用骆驼皮搭成的帐棚里。这一百年中间，他从未有过

自己的大豪宅。他虽拥有许多财富，但却从未眷恋这些身外之物，一生过着淡泊与

简朴的日子。在他去世后，别人把他的尸体从帐棚中抬出来，与撒拉合葬在麦比拉

的洞穴里。 

亚伯拉罕的一生有两个标志：一是筑坛；二是帐棚。“筑坛”表示无论走到哪里，

都不忘记敬拜神，让神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倚靠。“帐棚”表示世界非他所向往

之处，他只不过是暂时的寄居者，他所向往的是天上更美的家乡，是“那座有根基

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来 11:10）。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世界非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天上。世界再美好，都不是我

们久留之地。我们的身分是客旅，我们所走的路是天路，因此必须学会离开与放下

的功课。想想看，你目前所处的环境，是否太过舒适，以至身边有许多事物缠累着

你的心，使你看不清楚永恒的目的地，忘记了自己的身分是什么？ 

结语：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吾珥，这是信心道路的开始，每踏出一步，都有神的引

导与赐福。亚伯拉罕就这样与神同行了一百年，信心的脚步始终如一，因此成就了

神的计画。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一个观念：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自信，神的应许才能

变成事实；而是神的应许本来就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促使亚伯拉罕对神产生了信

心。只有这样的信心，才能够胜过任何的威迫利诱，克服万般的艰难，最后完成神

所托付的使命。人的信心必须建立在神的应许上，否则在面对诸般的试验、环境的

变动时，就会容易灰心丧志。 

 

摘自：金灯台，活页刊，第 189 期 2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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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请注意：银行对每笔支票存款 

交易， 收取 $0.75 的费用。 

因此，鼓励您使用电子转账来 

奉献。

 

电子奉献 

   

上主日聚会与奉献 人数  

08.30am 华语崇拜/线上  * 22  

08.30am 华语崇拜  90  

09.00am 福建崇拜   53  

10.30am 华英崇拜 73  

10.45am 粤华崇拜/线上  * 5  

10.45am 粤华崇拜  50  

个别准许 英语崇拜/线上* 16  

08.30am 英语崇拜 141  

10.30am 英语崇拜  519  

  4.30pm 英语崇拜     232  

09.30am 淡米尔崇拜 16  

08.30am 华英主日查经  24  

9-9.45am 儿童主日学 30  

09.00am 粤华主日查经 12  

10.30am 华语联合主日查经 37  

10.30am 福建主日查经 9  

   *同时观看现场直播最高人数  
 
 

今主日证道：  

  8.30am 华语崇拜： 杨志群牧师 

  9.00am 福建崇拜： 李法平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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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5/3 

27 民      35-36 3 申      13-15 

28 申        1-4 4 申      16-18 

1 申        5-8 5 申      19-21 

2 申        9-12   

 

恩讯与代祷  

1. 欢迎大家出席今主日崇拜。请大家散会

后移步到茶叙厅，和我们一起享用茶点。 

2. 华语堂及粤华堂主日崇拜直播消息： 

随着政府对新冠 COVID-19 抗疫应对系

统于 13/2 转绿，理事会议决从三月开

始，华语堂及粤华堂主日崇拜直播服务

将切换为私人直播，并且只应要求发给

因身体不适或有特殊愿因不能出席的崇

拜者；有需要者可向牧者长执要求，以

获得私人直播链接。 

这乃是为了鼓励大家回到教会参与实体

崇拜，来到神的殿中敬拜我们的神。  

同时回到主的大家庭与弟兄姐妹彼此  

团契、彼此相顾、彼此建立，一起在  

主的爱里成长。阿们！ 

3. 茶叙奉献： 5/3 & 12/3 

我们将于 3 月的第一及第二主日，在

崇拜厅出口处放置一个茶叙奉献箱，

接受大家的爱心奉献，赞助我们今年

3月至 8月的茶叙费用（约$4,420元）。

大家可以自由奉献，愿神赐福与大家！ 

4. 弟兄团契 26/2 今主日，10.30am 

地点：3 楼 音乐室 

  *成人主日学、栽培班及慕道班休息一次。 

5. 碧山协恩堂特别会友大会 ECM:  

26/2 今主日,下午 1 时@大礼堂 

提醒领圣餐会友： 

 请于 12.30pm 在叙茶厅开始登记。 

 若您在新加坡但无法出席，请填写

代理表格，指定代理人代表您出席

投票。代理表格可在接待处索取。 

 在 MPH 有提供托儿服务。 

6. 祷告会：1/3，8pm ZOOM（三） 

带领：杨志群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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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乐龄 360 点心时刻与讲座 

诚挚邀请您参与聆听新加坡警察部队

讲解 *“打击诈骗：了解及如何避免掉

入各类型骗局"*。 

日期:2023 年 3 月 11 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 10 点半至中午 12 点 

地点:一楼茶叙厅 

欢迎邀请未信主的朋友一起实体参与。 

请在 3 月 6 日前 WhatsApp Wendy 

姐妹(98377641) 或向各堂牧者报名。  
8. 华文部退修会 16-19/6/23  

星期五 至 星期一 @ 巴淡岛 

已经开始接受报名！有意报名参加者

请到接待处索取报名表格并了解详情。 

•报名表格呈交给各崇拜营会负责人

（华语堂是林慕侠弟兄负责，周秀娥

姐妹协助），待确定无误才缴费。 

• 缴费有两种方式： A. 现金； B. 

PayNow 给各崇拜营会负责人 

•报名截止日期：14/5/2023 

  讲台： 

日期 题目 讲员 

5/3 
灵肉斗争 

加5：16-26 
丘赐祥牧师 

12/3 
你的话 

诗119：105 
楼建华牧师 

19/3 
新造的人 

加6：1-18 
丘赐祥牧师 

26/3 
属灵的认识 

弗1：15-23 
吴才良牧师 



 

 

 

教会近期活动亮点 

日期 时间 项目 负责堂会/ 

事工 

地点 

今主日 10am 茶叙 华文部 茶叙厅 

今主日 10.30am 弟兄团契 华语崇拜 3 楼#音乐室 

2 月 26 日 

日 

1pm 特别会友大会 ECM 全教会 大礼堂 

今主日 10.30am 栽培一班 ： 

信仰课程 “十诫” 

导师：丘赐祥牧师 

华语崇拜 3 楼#音乐室 

今主日 10.30am 慕道班： 基要信仰 华语崇拜  

2 月 

每个星期三 

3-5pm 乐龄 360 平日活动  

短垫保龄球 

乐龄 360 

与 SLEC 

4 楼 崇拜厅 

2 月 

每个星期四 

 

9 - 10am  

10.30- 1230pm 

乐龄 360 平日活动 每个星期四 

1) 步行组  , 组长：谢素珊姐妹 

2) 棋盘游戏 , 组长：张汉锦弟兄 

乐龄 360  

 

MPH 

 2-5pm 3) 乒乓组,  组长：苏笑凤姐妹、 

                                罗白凤姐妹 

 MPH 

1/3 

三 

8pm 线上祷告会 

带领：杨志群牧师 

华粤 ZOOM 

3 月 11 日 

六 

10.30am-

12nn 

乐龄 360 点心时刻与讲座 

:“打击诈骗” 

乐龄 360 茶叙厅 

 
 
 

 

 

8pm 

 

8pm 

 

7pm 

AG 小组实体聚会/线上查经  : 

AG101－ 每月第三个星期五 

组长：周秀娥姐妹 

AG105－每月第四个星期六 

组长：刘薇姐妹 

AG102 －每星期六 

组长：曾介珍执事 

华语崇拜  

3 楼#304-

305 

 

3 楼#305 

 

ZOOM 

2 月 

每个星期三 

9.30am-

12.00nn 

姐妹查经班 – 每星期三 

组长：庄惠瑛姐妹 

华语崇拜 ZOOM 

 

30/4、14/5、

2/7、6/8、

29/10 

主日 

10.30am 联合成人主日学：《启示录》，

七讲之第三至七讲 

导师：苏锦俊长老 

华语崇拜 3 楼#304-

305 

暂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