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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餐主日崇拜程序 
 

讲员：郭全佑牧师                          翻译：李立梅姐妹 

主席：钟陞泉长老                          风琴：许素静姐妹 

                                          钢琴：周主恩姐妹 
 

 

序乐轻唱  颂第 618首  主在圣殿中   安静就座 

宣    召  主席     众    坐 

唱    诗  颂第 4 首  神圣主爱   众    立 

祈    祷  主席     众    立 

荣耀归主  颂第 623首  荣耀颂   众    立 

启应经文  旧约圣经  诗篇 119：161-168  众    坐 

圣 餐 礼      颂第 136首  十架为我荣耀  众    坐 

报    告  主席     众    坐 

奉    献    赞美一神   众    立 

唱    诗  颂第 147首  主在墓中安卧   众    坐 

  儿童主日学     分    班 

读    经  新约圣经  约 20：19-23  众    坐 

牧    祷  钟陞泉长老     众    跪 

传讲信息  郭全佑牧师 复活带来平安  众    坐 

唱    诗  颂第 325首  主活着   众    立 

祝    祷  郭全佑牧师    众    立 

唱    诗  颂第 636首  阿们颂   众    立 

唱    诗  颂第 630首  愿主赐福看顾你   众    坐 

默祷散会       肃静离座 

       
 

 

 

 

 

撒都该人显然没有好好研读经文，否则他们必会注意到摩西在燃烧的荆棘

里看到神并听到祂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出埃及记 3:6）。这表示神当时仍然是亚伯拉罕、以撒及

雅各的神。若他们已死，神说“我是”时必会采用“过去式”的说法，即

“我曾是”。主接着说：“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亚伯拉

罕、以撒、雅各及所有信徒的灵魂并没有死去或被消灭，而是聚集在神的

永福里。他们没有死，乃是活着！以后，当我们的主再来时，他们的身体

必得复活（哥林多前书 15:52；帖撒罗尼迦前书 4:14）。 

 

请听神的真道：“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

是枉然…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在亚当里众

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哥林多前书 15:14，20，

22）。     
 

默思：“凡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2.主再来的征象（路加福音 21:25-38，马太福音 24:3-14，24-42） 

我们主再来的确实性在末世只招来随从自己的私欲、好讥诮的“基督徒”

的怀疑（彼得后书 3:3）。不信者的嘲笑只是更确定了圣经预言的准确性 

！如果我们相信，那么我们也必须有所警戒。我们必须时时留意祂再来的

征象。请读马太福音第 24章里完整的描述。 

 

假基督与假先知。如果我们藉着圣灵的启示忠心研读神的话语，这是我们

不可能也不会不觉察到的主要征象。在新约里足足有几十处经文提及这个

征象，只有瞎子才看不到。再看看各处的教会满是否定基督与祂话语的假

基督与假先知（传道人、牧师、“圣职人员”、神父、主教等等）；他们

傳讲“另一种福音”，否定基督的神性、童女所生、复活及再来；他们傳

讲虚假的“社会福音”，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派”福音，宗教“合一”的

普世福音。 

 

无花果树的征象。无花果树象征以色列。以色列的复国绝对是神的作为。

在 1948 年五月十三日，经过了大约两千年没有国土、没有国家，人民流

散各地并遭藐视的亡国日子之后，以色列忽然复国，在充满敌意的亚拉伯

国家之中成立了以色列国。在 40年内取得“突飞猛进”的空前进展而成

为世界主要强国之一。当这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再来的日

子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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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谢词  

   a.感谢神让大家今早出席敬拜。散会后请留步到副堂茶叙分享。 

   b.感谢主的厚恩，使用郭全佑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2. 下主日 

   讲员：柯庆余牧师 

   题目：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    经文：马可福音 11：12-14             

   请弟兄姐妹在祷告中记念主仆，并预备心参加敬拜事奉。 

 

3. 祷告会（7:45pm  02-14 课室） 

   星期二祷告会弟兄姐妹积极参与同心学习并以祷告托住各圣工。 

   在祷告前，许瑞星长老分享神的话语喂养弟兄姐妹的灵命。 

   主席：黄顺文弟兄                  司琴：许盈灵姐妹 

    

4. 主日圣经课程  

          慕  道  班: 今主日第 19课“耶稣基督的再来”(赵必伟执

事) 

                 鼓励慕道友或还未完成慕道课程的弟兄姐妹参加。 

     成人主日学：继续查考创世记（12-25章）恳请所有已完成慕   

     道班的弟兄姐妹参加，一同研读神的宝贵话语，让灵命更长进。 

     

5. 主日祷告会（11:25am  02-14 课室） 

      在成人主日学之后举行。鼓励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参与。 

   藉着祷告亲近神并寻求主赐智慧力量来见证及服事祂。 

    

   6. 周间查经班 

     周五查经班(21/4  1.30pm)  查考新约罗马书(何晓薇姐妹) 

     周六查经班课程暂停。下次聚会五月十三日 

               

  7. 团契活动 

      少年团契:(22/4 2:30PM)  创世记 (钟陞泉长老) 

    青年团契:(22/4 5:00PM)  彼得后书 2:17-19 (邱英德牧师) 

    成年团契:(23/4 10:15AM) 神是个灵 (杨文强传道) 

  

   8. 会友大会及长执选举（29/4 5:00PM）  

           本年度会友大会及三年一度的长执会选举将于后个星期六在此礼    

             堂举行。恳请本堂会友出席。 

 

 9.  长执会设立礼 (7/5  10:30am) 

   在长执会选举后一周后，于 5 月 7 日之英语崇拜聚会中举行 

   （无翻译）。邀请所有通晓英语之本堂会众出席观礼。 

 

10. 由“资深牧师”改为“创会牧师” 

      社团注册局指定凡参与长执选举之候选人必须是在清醒且能自主 

         判断的情况下填写并签署提名表格。资深牧师杜牧师因身体欠佳 

         无法符合该要求。然而，杜祥和牧师乃是神为我们设立的牧者， 

        自笃信圣经长老会班丹加略堂（本堂）创办以来就一直忠心服事神 

        。长老理事会愿将“创会牧师”这称号赐予杜牧师。这职分乃是受 

报告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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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当任的，故不须透过选举。我们念在杜牧师多年来尽忠职守且委 

        身付出的事奉基督，所以愿将此属灵位份赐予他。我们盼望本堂会 

       众能凭爱心接纳此建议。愿神在前面的年日继续看守着杜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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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纲要及随堂笔记 

 

讲员：郭全佑牧师 

讲题：复活带来平安 

经文：约翰福音 20 章 19-23节 

日期：16/04/2017 

 

 

 

 

 

 

 

 

 

 

 

 

 

 

 

 

 

 

主在圣殿中 

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 

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肃静，肃静，应当肃静。阿们。 

 

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荣耀颂 

但愿荣耀归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 

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们，阿们。 

 

赞美一神 

赞美一神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都当颂言； 

天上万军也赞主名，同心赞美父子圣灵。阿们。 

 

愿主赐福看顾你 

愿主赐福看顾你，愿主向你仰脸赐福与你； 

赐你平安，赐你平安，愿耶和华使祂脸光照你， 

赐恩与你，保护你，保护你；愿主保护你，赐恩与你。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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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 灵 认 领  2017 

  

(路加福音 23:34) 

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路加福音 23:43)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约翰福音 19:26-27)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 

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 

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 

从此那门徒就接她到自己家里去了。 
 

(马太福音 27:46) 

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 

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 

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约翰福音 19:28) 

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 
 

(约翰福音 19:30) 

成了。 
 

(约翰福音 23:46) 

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十架七言 

 

怎样带家人信主？ 
 

首先，要为家人的救恩天天代祷。并且要靠着主恩典活出关

心爱护家人的见证，使他们看见你信主之后的改变。你也可

以使用福音单张或小册子，与他们分享福音真理。带他们参

加福音主日及布道会等，这是最有效的途径。最后，还要紧

记，若家人还是硬心拒绝听福音，你千万不要灰心。你必须

凭着信心仰望神，求告祂，愿祂的旨意成全。 
 

 

 

教会鼓励弟兄姐妹要邀请亲戚朋友及同学来参加福音主日。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系：          ）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系：          ） 

         我的代祷伙伴：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邀请 1 至 3 位弟兄姐妹为所要邀请的亲友代祷 

              并将此表格填妥交给玉莲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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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主日圣工人员 

背经： -               领唱: - 

收奉献： 林执事、赵执事、周长老、韦执事、韩执事、吴执事 

陪谈员： 钟长老、蔡志远、钱有进、钟怡洁、吴馨慧 

黄干事、李秋霞、黄文桂、林素娟、孙佩玉、SOY 

接待员： 林执事、蔡汉荣、叶嘉铭、张松辉、李秋霞、李美霞 

分诗歌本： 康瑞光、王素梅、王志刚、欧玉芳、伍水玲 

茶点招待： 张亚妹、邬桂芳、胡兰英、康燕卿、林运娣 

周秀莲、杨亚茜 

音响操作： 李升懋、黄伟伦、韩竣渊、黄其至 

数算奉献： 许盈灵、吴馨慧、黄丽婴、黄桂莲、SOY 

场地预备： 阿  杜、叶德胜、黄金莲、黄玉莲 

 

 

下主日圣工人员 

主席： 赵必伟执事 领唱： 钟陞泉长老 

背经： 韦裔斌执事 钢琴： 苏涵洁姐妹 

  风琴： 钟凯讯弟兄 

收奉献： 许崇良、叶德胜、阿  杜、康瑞光、郭亚就、赖瑞方 

陪谈员： 钟长老、黄顺文、钱有进、钟怡洁、许盈灵 

黄干事、李美霞、孙彩凤、陈惠兰 

接待员： 林执事、叶嘉铭、李秋霞、李美霞、黄干事 

分诗歌本： 孙彩凤、沈秀金、黄妙珠、柯素妮、陈惠云、SOY 

茶点招待： 康燕卿、陈妙吟、郭宝珠、伍水玲、王翠薇 

音响操作： 李升懋、黄伟伦、韩竣渊、黄其至 

数算奉献： 顾素铢、邓惠燕、黄桂莲、陈玮琳、SOY 

场地预备： 阿  杜、叶德胜、邓惠燕、黄金莲 

 

上主日出席人数及奉献 

成人：160位   儿童：20位   奉献：$4927.30 

 

 

 

诗歌背唱 

救赎（颂 256） 
 

主救赎大恩我爱宣扬，藉羔羊血成全救恩， 

因神怜悯，乃得蒙救赎， 

我永远是祂的子民。 

救赎，救赎，藉羔羊血成全救恩， 

主救赎大恩我爱宣扬；我永远是祂的子民。 

 
 

金句背诵 

（彼得前书 2:24）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使徒行传 5:29-30）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 
 

 

读经运动 
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第 12至 14章 

           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 1章 

 

每日灵修（每日读经释义） 
            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 1至 3 章 

 

 

属灵操练（四月份） 



12                         待续（第 11页）      1 

看着这些基督再来的主要征象在我们眼前显现，我们应当如何在行事为人

上显出我们的圣洁呢？ 

 

问题：你是否怀疑呢？当祈求有属灵观察力与辨别力。 

 

3.为的是记念我（路加福音 22:7-23，出埃及记 12:11-17） 

 

（a）地方。为了这特别的一夜的最重要事件，我们主预备（神的安排）

了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足以让祂与门徒吃逾越节筵席。这是祂受难而死

之前与门徒共享的庄严神圣、史上的最后一餐。“预备地方”告诉我们主

是何等期待这个时刻，当时的环境与气氛是我们跟随的典范。 

 

（b）人物，12门徒包括那贼与叛徒犹大。不是所有的和各种各样的人都

受邀参与这“纪念筵席” – 只有 12门徒。因此，我们也应该与神的子

民（尽管我们不能排除当中有一两个犹大）同聚一起，了解其神圣的意

义，准备心来与主亲近并团契。凡属于基督的都必须常常守这蒙福的圣

礼。 

 

（c）目的。记念那先爱我们并为我们舍己的是神圣的：这是表明我们对

祂的深情纪念。饼和杯是一种庄重的提醒，是一种象征而不是重复献祭，

因为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罗马书 6:9）。 因为祂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希伯来书 10:14）。 

 

（d）盼望，这是最令人喜悦、丰盛、确实并令人安慰的。我们的主说：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 6:54）。今日，我们或许不明白也感

到软弱，然而，直到我们在父的国里同主喝新的那日子（马太福音

26:29），一切就会清楚展示出来。藉这圣礼，我们表明主的死，“直等

到祂来”。 

 

默思：记念是感恩的标志。 

 

愿神赐福所有读者！ 

 

 

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笃信圣经长老会          
周刊 

16/04/2017 班丹加略堂                 
201 Pandan Gardens Singapore 609337 

电邮: mandarin@calvarypandan.sg 

网页: http://calvarypandan.sg/en/mandarin-ministry 

电话：65609679   传真：65663806 

崇拜聚会时间：主日早晨八时正 
 

    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牧师：郭全佑牧师  干事：黄玉莲姐妹 

2017年主题:   “领受神的道”  （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 

 

 

亲爱的读者， 

（摘录自杜祥和牧师主编，1998年一月份至三月份之《读祷长》） 

 

1.复活的事实（路加福音 20:27-40，出埃及记 3:1-6） 

正如以前的撒都该人一样，当今许多聪明人不相信灵魂不朽与死里复活。

撒都该人来见耶稣，提问关于一名妇女前后与七个兄弟结婚的假定情况

（丈夫相续死去 – 富有想象力的虚构论题）。他们的问题（为嘲笑复活

的教义而编制的）是：“这样，当复活的时候，她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

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言外之意，若真有复活（他们否定的），必会

造成这拥有七个丈夫的妇女无计可施的局面！ 

 

哀哉，如此无知！这些人是属于祭司的贵族阶级，应该是博学之士，却完

全没有关于复活的基本真理。我们的主向他们解释一些关于复活的基本事

实。 

 

（a）惟有算为配得来世的，与从死里复活的人被提升得和天使一样，即  

不再有婚姻关系。 

（b）他们是神的儿子，是复活的儿子。 

（c）他们不能再死，也不再有嫁有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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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家庭圣经营 

今年圣经营将于六月 13-18日举行。请弟兄姐妹为着筹委的 

策划安排代祷，也预备心出席营会并且开始申请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