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崇拜  

2020 年 1 月 12 日 1 卷 2 期   

虔敬颂赞神  

序乐 
宣召祷告                                     

诗歌敬拜* 《主的爱 真情不 变》 

  《奇妙的 双手》 

  《平安曲 ，上帝 疼爱世 间人 》 

聆听神的话     
读经 路加福音 15 : 1-10 

  Luke 15 : 1-10 

证道  “神因罪人悔改的喜乐”  

奉献默想敬拜 

奉献／谢祷*  《我的主 我心爱 你》 
回应诗歌 《主惦我心内》 

祝祷*    

报告／散会          

会众立* 

金句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

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路加福音 15 : 10; Luke 15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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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来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张心瑜，张宝瑜 

    

 

中文部牧者联络电话： 

 叶光辉牧师 Senior Ps Alby Yip :  98449536 

丘赐祥牧师 Ps Kew See Seong :  94894967 

林日泰牧师 Ps Lim Jit Thye      :   91826957 

吴才良牧师 Ps Daniel Nge     :    84280525 

关怀与辅导电邮: care@zionbishan.org.sg 

 

事奉人员   

岗位      本主日 12/1       下主日 19/1 

领唱 吴美完姐妹 Nellie 姐妹 

讲员 丘赐祥牧师 杨志群执事 

读经 李自强弟兄 张拉结姐妹 

招待司事 陈美莲姐妹 

陈玉梅姐妹 

陈金娣姐妹 

张拉结姐妹 

许温柔姐妹 

 

陈美莲姐妹 

陈玉梅姐妹 

陈金娣姐妹 

李美娟姐妹 

张拉结姐妹 

张雅妹姐妹 

茶叙预备 郑玉琴姐妹 

柯寿荣姐妹 

石清玉姐妹 

黄瑞娟姐妹 

郑玉琴姐妹 

柯寿荣姐妹 

石清玉姐妹 

黄瑞娟姐妹 

奉献司事 Albert 弟兄 

李沅桦姐妹 

William Tan 

Emily Teo 

音响 李明用弟兄 

吴美完姐妹 

李明用弟兄 

吴美完姐妹 

圣餐 -- 陈金娣姐妹 

张雅妹姐妹 

张路得姐妹 

黄瑞娟姐妹 

证道  笔记 
 

题目：神因罪人悔改的喜乐 

讲员：丘赐祥牧师 

经文：路加福音 15 : 1-10 

 
 

马太福音 18：14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

失丧一个。 

 

彼得后书 3：9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

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

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诗篇 51：17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阿，忧伤痛

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约翰福音 10：16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

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

归一个牧人了。 

mailto:care@zionbishan.org.sg


  
 

使徒行踪之旅    巫辅庚（林师母） 

九年前，林牧师到以色列圣地，我不能和他同行，因为自己患上了 “ 帕金森氏病。” 两

年前，动了脑深部电刺激疗法手术，行动方面好了很多。去年十二月，裕廊加略堂笃信圣

经长老会，举办新约使徒脚踪考察，透过侯长老与麦长老，知道这个旅程。这不只是旅游

而已，也是一个实地考察使徒们走过的路，可以从中学习属灵的功课。心想不要错过这个

难得的机会，但是也有几方面的顾虑。第一次到温带的国家，是否能适应？听说要走很多

的路，是否跟得上？一向来不吃马来餐和印度餐，是否吃得惯？经过祷告及林牧师的鼓励，

毅然放下这种种的包袱，报名参加。 

领队蔡牧师在旅途前和旅程中要我们学习，安排了预先阅读的经文和书卷、灵修材料、各

个地点的历史和人文特色。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景点的车程都没有浪费，给我们讲道、解

说和上课。导游也有他们的一套介绍地理、历史和典故。衷心的感谢蔡牧师的教导和带领，

让我们在这次的旅程中学习到宝贵的知识。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腓立比的吕底亚教堂，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干净整洁，没有人潮，只有我

们这一队的人。走进教堂时，姐妹们很有存在感。入口处的地板上，有一个保罗在希腊行

程完整记录的马赛克地图。这让我回想过去几天在希腊考察的各个地方，原来起点在这里，

我们好像 “ 倒带 ” 看使徒行踪。也许这教堂比较小，让我们可以更接近看到天花板的画。

每一面的栱顶，清楚画出保罗和西拉所面对的事，颜色鲜艳非常精彩。这吕底亚教堂，是

我个人觉得获得学习比较多的地方。 

我们走了很多保罗曾经走过的路，他虽然遭遇到许多的苦难和逼迫，但是仍然使命必达，

不言放弃。尤其是当我看到他为了福音的缘故而坐过的监牢，心中顿时感动不已。保罗是

我们一生学习的榜样，他无论得时不得时，总是为主传福音。 

途中要往飞机场之前，大家都在巴士上回味这两个星期的美好时光。让我非常惊讶的是主

办旅行的不是什么旅行社，而是他们教会的长老、弟兄和干事。他们在背后为我们安排设

想，甚至需要为我们多走一哩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本的计划和现有的计划真的

有所差别，本来是要直飞，但因着某些原因需要转机。在时间上的掌控有一定的难度，而

且必须在第四天的半夜，一定要乘邮轮往皮里亚斯（ 因为不是每天都有邮轮往来 ）。两

天半在土耳其，一天在拔摩岛，七天在希腊，两天在伊斯坦堡，非常感谢他们此时的分享，

让我们分外珍惜得来不易的团契。在旅途中我们没有问旅程的问题，只问使徒行踪的问题；

感受到团队的精神一直在我们当中。 

十四天的交流，从彼此不太熟悉，到最后甚至无所不谈。知道每个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经

历和故事，盼望彼此代祷，继续用信心仰望我们的救主。43 个人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

探索，一种属灵的团契深深的在我们当中酝酿着。主的恩典够用，之前我所顾虑的，不论

是在气候或饮食方面，都蒙主保守看顾，走起路来不但脚步安稳，也让我跟得上队友们，

感谢赞美主 ！



 

恩讯与代祷 

1. 圣餐主日: 19/1/2020 

将举行 2020 第 1 次的圣餐， 

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 

 

2. 福建聚会小组 

每个月的第一和第三周。 

聚会日期：1 月 19 日星期日 10:30am 

欲参加请通知约瑟弟兄, 拉结姐妹。 

 

3. 新春感恩及二周年纪念崇拜 

日期：2 月 2 日 

讲员：庄彼得牧师 

 欢迎邀请未信主的亲朋戚友参加。 

 

4. ESL 免费女士英语课程报名 
欢迎邀请女士们于 13/1（星期一），
10am-12pm 前来报名及了解详情； 
地点：4 楼崇拜厅。 

 

5. 叶光辉牧师恢复得很好，目前正在休病假。

请继续他的手术康复与健康祷告。 

 

讲台 
日期 题目 讲员 

19/1 
登山宝训 – 盐与光 

马太福音 5 : 13-16 
杨志群执事 

26/1 
华文部新春联合崇拜 

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苏锦俊长老 

2/2 新年感恩崇拜 庄彼得牧师 

9/2 待定 黄约瑟弟兄               

 

 

上主日   

 聚会 出席人数  

  8.30am   

 英语崇拜  306 
 

 华语崇拜  130  

 华语儿童主日学 31 
 

 华英青少查经 25 
 

 成人青年查经 5 
 

 粤华成人查经 9am 暂停 
 

 福建崇拜 9am 64 
 

10.30am   

 英语崇拜 610  

 粤华崇拜 69 
 

 淡米尔语崇拜 18  

 华英崇拜 56  

 华语成人查经 50  

5.00pm   

 英语崇拜 46  

                                         

 

 

 

 

 

奉献办法:  以支票或银行汇款至以下账户： 
 

一般奉献：  

ZION BISHAN BP CHURCH， 

DBS Current Account 070-901056-3 
 

 

土地契约续期基金： 

ZION BISHAN BP CHURCH-GPF， 

DBS Current Account 070-901055-5 

请在支票背面写上“Zion Bishan Land Lease Renewal 

Fund”及您的联系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