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华崇拜  

2020 年 3 月 15 日  26 卷 11 期   

虔敬颂赞神  

序乐  

宣召祷告  

荣耀归於圣父*    

诗歌敬拜*              《赞 9 爱主的人齐来》

《C3 何等恩典》《C12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C51 十字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  

金句   以弗所书 2：13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使徒信经*   

聆听神的话   

读经   腓立比书第 1 章 19 至 26 节 

证道    “信徒要长进又喜乐”  

祷告回应*    

赞美诗*  第 123 首      《真理圣灵在我心中》 

* 公祷 

奉献默想敬拜 

奉献谢祷          《献上爱礼》  

祝祷*                                《 阿们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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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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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静鸿弟兄 林日泰牧师 

林日泰牧师 讲员 苏锦俊长老 

讲道通译 陈丽华姐妹 郭蓉珠姐妹 

司琴 黄惠敏姐妹 陈郁文姐妹 

领唱 林日泰牧师 郭蓉珠姐妹 

读经 林秀梅姐妹 陈玉梅姐妹 

音响/投影 陆广亮弟兄 林方舟弟兄 

招待司事 何克良弟兄 

陆炜民弟兄 

张雅妹姐妹 

关瑞珊姐妹 
奉献司事 - - 

   

证道  笔记 
 

题目：信徒要长进又喜乐 

讲员：苏锦俊长老 

经文：腓 1：19-26 

 

 

 

 

 

 

 

 

 

 

 

 

 

 

 

 

 

 

 

 

 

 

 

讲员是裕廊加略堂长老。崇拜前短诗练唱：C51    十字架下 
我低头静默思想   



 

遣七十人        （路加福音 10：1-11）                               （默想新约） 

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

的庄稼。（路 10：2） 

这是耶稣第二次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的记录。上一次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

是表示福音先要传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人，这一次差遣七十人，表示福音

后来要传到全世界，据说当时全世界共有七十个国家。 

（一）有七十人，蒙主差遣：摩西也曾设立七十个长老，与他同工，分担

忧喜（出 24：9）。这么多的人肯被主使，是一种好现象。他们两个两个

的出去，彼此帮助，互相勉励，总比一个人孤单地生存及工作为佳。这也

是海外宣教师应守的原则。 

（二）羊入狼群，十分危险：为主工作，必须准备冒险，危险与困难并不

能使一个真正蒙主使用的人惧怕，反之使他意志更坚强，苦难与危险能使

人认识谁是朋友与仇敌。没有信心的传道人，将成为豺狼的晚餐，信心坚

强的传道人，则将骑狼而奔。 

（三）宣传福音，使人平安：耶稣是平安的源头，为他传福音的人，要将

平安带给一切听道的人。这里四次题及平安，平安是由祈祷而来。有些人

称为平安之子，即天性属於平安，喜乐的人，门徒要为人全家求平安，但

不要在路上浪费时间，作无谓的应酬，发出虚伪的平安对话。真正的平安

是主所赐，在心中扎根。 

（四）神国临近，就在眼前：神国亦即神的统治，门徒把福音传开，一切

信耶稣为救主的人，均将成为神国的一份子，有神为他们的主。主耶稣后

来也曾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路 17：21）。这就是说，为神所统治的

乃是人的心。改变人心，需要福音的大能。 

每一基督徒均有福音之责，不可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恩讯与代祷 
 
 

1. 福音崇拜 10/4 星期五 & 12/4 主日 

讲员：吴才良牧师 

欢迎邀请未信亲友出席！ 

i 受难节福音联合崇拜 10/4五9am@崇拜厅 

  

 

 

ii 复活节主日 12/4  8.30am@崇拜厅   

                         10.30am@MPH(华英) 

 

 

 

2. 教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防范指南： 

基于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情况，教

会建议有符合以下任何一项情况的会

友，请您务必留在家中： 

- 身体不适者 

- 近距离或经常接触过发烧及呼吸道症状 

   病人者 

- 与在 14天内来自中国、伊朗、意大利、韩

 国、西班牙、法国与德国的人有过接触者 

- 在14天内曾参与人协/居委会的课程与活动者 

主日崇拜～如常进行，采取措施：  

- 出席聚会者须体温检查以及记录出席  

- 尽量保持距离，分开来坐与避免握手 

- 若身体不适，请通知长执 

无法出席崇拜者，可使用 10.30AM 英语

崇拜直播，一起敬拜： 

www.youtube.com/zionbishan 

儿童主日学与青少查经班～同上措施。体

温检查后，孩童直接到各班上课。 

讲台 
日期 题目 讲员 

22/3 勿拒智慧的警告 
箴 2：1-20 

林日泰牧师 

29/3 给主的终极承诺 
太 7 : 7-29 

蔡常青长老 

上主日   

 聚会 出席人数  

  8.30am   

 英语崇拜  232 
 

 华语崇拜  74  

 华语儿童主日学 32 
 

 华英青少查经 20 
 

 华英洗礼班 6 
 

 成人青年查经 3 
 

 粤华成人查经 9am 17 
 

 福建崇拜 9am 57 
 

10.30am   

 英语崇拜 367  

 粤华崇拜 37 
 

 淡米尔语崇拜 16  

 华英崇拜 49  

 华语成人查经   

5.00pm   

 英语崇拜 24  

   

 

 

 

 

 

 

3. 牧者动向： 

吴才良牧师于 14-16/3 

到西马兴楼证道。请代祷！ 

 

每日读经表 16-22/3 

16 书       14-16 20 士       1-2 

17 书       17-19 21 士       3-5 

18 书       20-21 22 士       6-7 

19 书       22-24   

 

mailto:ii复活节12/4日8.30am@崇拜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