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华崇拜  

2020 年 1 月 19 日  26 卷 3 期   

虔敬颂赞神  

序乐  

宣召祷告  

荣耀归於圣父*    

诗歌敬拜*                     《赞 3 千古保障》

《C50 恩典太美丽》  

《C10 最知心的朋友》《C28 轻轻听》  

金句   以弗所书 1：14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神 

 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使徒信经*   

聆听神的话   

读经   箴言第 1 章 20 至 33 节 

证道    “所罗门论智慧”  

祷告回应*    

赞美诗*  第 243 首   《我要真诚》 

以虔守圣餐敬拜 

虔守圣餐    林日泰牧师主礼 

奉献谢祷          《献上爱礼》  

祝祷*                                《 阿们颂》

报告/默祷散会   

*  会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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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部牧者联络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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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0 A M 学习课程    

儿童班：#301-2, 304-5 室 

ME 少年班：#303 室『在基督里成长』中 1～4 

ME 成人/青年班：『哥林多前书』, #201,#202 

8. 45 A M 菲缅姐妹团契（英语）#105 室 

9.00AM 学习课程  

粤华查经『丰盛的生命』#MPH（林牧师） 
 

事奉人员   
岗位 本主日 下主日 

主席 蔡常青长老 年初二 9am 

联合崇拜 讲员 林日泰牧师 

讲道通译 郭蓉珠姐妹 郭蓉珠姐妹 

司琴 黄惠敏姐妹  

领唱 郭蓉珠姐妹  

读经 林秀梅姐妹  

音响/投影 陆广亮弟兄  

招待司事 张雅妹姐妹 

陈玉梅姐妹 

 

奉献司事 何克良弟兄 

关汉雄弟兄 

陈时豪弟兄 

 

茶叙奉献 郑清坑弟兄  

证道  笔记 
 

题目：所罗门论智慧 

讲员：林日泰牧师 

经文：箴 1：20-33 

 

 

 

 

 

 

 

 

 

 

 

 

 

 

 

 

 

 

 

 

 

 

 

 

 

讲员是本堂牧师。

崇拜前短诗练唱：恩典太美丽    



  
 

耶稣谈论八福                黄彼得牧师 

 

人人都喜欢福。耶稣谈论八福，其实是谈到人的品格。有了这些品格，就有那许多的

福分。什么品格呢？ 

  1. 虚心。原本的意思就是人“心里贫穷”，这个心里的贫穷，是要倚靠上帝的话

而过日子的。因为希腊文“虚心”这字，是指著“非常贫穷，必须靠讨饭才能过日子

的那一种贫穷”；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天天倚靠上帝的话，才能过日子。有这样虚心

的态度，当上帝的话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全心倚靠祂，这样我们就有福了。正如耶

稣基督在试探的时候，回答撒但的话说：“人活著，是要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2. 哀恸。是指因失去所爱的人而产生的一种忧伤的心态；这个字原来是用来表达

见不到爱人的哀恸。我们如果没有看到上帝的话语，失去了上帝的话语，我们应该有

一个哀恸的心；等到上帝的话语来到，我们就得安慰。 

  3. 温柔。是指“接受力”，表示我们要全心接受神的话。虽然神的话语有好多是

我们不大明白的，但是要先接受，用温柔的心来接受，这样就会承受从神话语而来的

福分。 

  4. 饥渴慕义。越是爱慕神的话，我们就越会得到饱足。 

  5. 怜恤。越是怜恤人的，神就越怜恤他，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训。我们能否得到

上帝的怜恤，在乎我们肯不肯怜恤别人。 

  6. 清心。我们心里不要有别的杂念，要以正当的动机来到神的面前，这样我们就

能够见到上帝。 

  7. 使人和睦。上帝的儿子是叫众人和睦的；当我们作叫人和睦的事，就证明我们

是上帝的儿女。 

  8. 为义受逼迫。因为先知们也常为义受逼迫。若我们为义受逼迫，也证明我们是

先知，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八福主要是谈到我们对真理和对别人的态度，告诉我们怎么运用真理去帮助人，这样

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这些福分。 

资料取自：金登台。第 121 期 2006.1。 



 

恩讯与代祷 

1. 圣餐主日：19/1 今主日 

请弟兄姐妹预备心领受圣餐。 

2. 华文部新春联合崇拜，26/1 主日（初二） 

9am@崇拜厅 

主题：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讲员：苏锦俊长老 

通译：郭蓉珠姐妹（粤） 

3. 土地契约续期基金（LLRF）新年感恩 

“红包”奉献 26/1 及 2/2 

我们将于这两个主日预备一个奉献箱，

鼓励弟兄姐妹和孩子们把新年感恩 

“红包”投入箱子里。 

4. 华文部29周年联合崇拜，9/2主日， 

9am@崇拜厅，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       

  负责筹备小组：AG101   

5. 营会@iHotel Baloi, Batam 巴淡岛 

 19-22/6/20 讲员：柯哲辉博士 

营会也接受报名，请把握优惠期营费！ 

成人单人房 $450 

成人 Twin $320 

12 岁以上 $240（学生与服兵役） 

1 成人+1 孩童 $320+220  

2 成人+1 孩童 $640+100 

    注：孩童指 4-12 岁；$40（加床） 

1-3 岁孩童 $40（无床位） 

欲知详情，请联络陈丽华姐妹。 

6. 2020年茶叙认献： 

今年茶叙现在开始认献，每周茶叙费用

为$120（可分成四份，每份$30），可

通知 Wendy 姐妹。 

 

 

上主日   

 聚会 出席人数  

  8.30am   

 英语崇拜  321 
 

 华语崇拜  120  

 华语儿童主日学 40 
 

 华英青少查经 21 
 

 华英洗礼班 5 
 

 华英成人青年查经 6 
 

 粤华成人查经 9am 14 
 

 福建崇拜 9am 64 
 

10.30am   

 英语崇拜 523  

 粤华崇拜 80 
 

 淡米尔语崇拜 17  

 华英崇拜 51  

 华语成人查经 36  

5.00pm   

 英语崇拜 38  

                                          

  

 

 

 

 
每日读经表 20-26/1 

20 出     8-10 24 出     20-22 

21 出    11-13 25 出     23-25 

22 出    14-16 26 出    26-28 

23 出    1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