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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的话：每日读经计划 

 

楼建华牧师 

 

『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

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第九、第 18 章) 

这是孔子的话，记录在四书的《论语》里；词句虽然简洁，

涵义却是深邃。孔子要说的，是劝勉我们自强不息，作任何事都

不可半途而废；只要努力不懈，再艰巨的任务，终久有完成的一

天。要进、要停，这个决定都在于自己，不可推托责任给其他

人。(用白话文来翻译一遍，它的意思就容易明白了：好比堆土为

山那样，到了最后的阶段，只差一筐泥土就大功告成，这时如果

停止下来，这是我自己停止下来的啊！又譬如要填平地上的坑

洞，虽然才刚开始，倒上头一筐泥土，如果我继续不断，不停地

把一筐筐的泥土倒下去，这是我自己继续堆上去的啊！) 

「每日读经计划」从去年初(2007)开始推行，如今来到了最

后的一季，这也是大家必须继续坚持，把“最后一筐泥土倒下

去”的时候了！只要按照表列的经文，每天读，今年底就可完成

两年的计划，从头到尾读完一遍整本的圣经。这是每一位参加读

经计划的弟兄姊妹，自己所领受的恩典，旁人无法夺去；这也是

自己的收获，旁人也只能在一旁羡慕而已。 

在上一季的季刊中，我曾引用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里

的比喻，鼓励大家在读经的功课上，要肯身体力行、坚持不懈。

在读经的路上，我再说，我们责无旁贷，一定要努力，一定要殷

勤，不要让主、让自己再有什么慨叹的余地！深盼主基督耶稣在

我们心中动了善功，使我们能够顺利完成读经计划；并使我们的

教会成为一间勤读上帝话语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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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们要把《耶利米书》读完，接着读

另外两卷大先知书—《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间中虽然穿

插着阅读新约的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的书信、犹大书等，

但将近一半的时间要花在十二卷小先知书上。就着读经而言，小

先知书是许多基督徒的死角，对时代的背景感到陌生，对书中的

内容，也往往感到不知所云。我们附上一份附录，把先知书的年

代和简要的大纲表列出来，盼望能提供些微的帮助。 

在年度结束前，大家要读的，正是全本圣经中最后的一卷—

《启示录》。虽然排在最后，却是开展永世国度的第一卷书。 

谚语云∶开卷有益。盼望弟兄姊妹们，都以读经为乐，在主

的话语上长进。一起期待参加明年开始的另一轮读经计划。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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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先知  事奉的年代    信息重点 

以赛亚∶ 主前第八世纪   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拯救、 

  (≈740 – 681 B.C.)   救赎主、余数、受苦的义仆、 

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家 上帝是历史的主宰 

 (赛三十七 38 亚述王西拿基立的死) 

耶利米∶ 主前 627/26～586(?)  上帝的约、带给选民的盼望 

  (耶一 2 约阿施第十三年) 

以西结∶ 主前第六世纪(被掳时期)  上帝的圣洁与超越、恩典与怜悯、 

  (≈593 – 570 B.C.)   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 

异象中的圣殿 

但以理∶ 主前第六世纪(被掳时期)  以帝国兴替为背景，显明上帝是 

  (≈605 – 536 B.C.)   掌管历史的主宰。(上帝在人间 

  (在巴比伦、玛代、波斯)  掌权) 

何西阿∶ 主前第八世纪   神的约、婚姻、审判与救恩 

  (≈750 – 715 B.C. 何一 1) 

约珥∶ 主前第九世纪   神的审判、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阿摩斯∶ 主前第八世纪   神的主权与审判、淫乱与不公义 

  (≈793 – 753 B.C.)   主的约、主的日子 

俄巴底亚∶ 主前第九世纪中叶   针对以东 

约拿∶ 主前第八世纪(≈786 – 746 B.C.) 被差到尼尼微大城 

弥迦∶ 主前第八世纪(≈735 – 700 B.C.) 对罪的审判、追讨 

拿鸿∶ 主前第七世纪(≈652 – 626 B.C.) 为以色列民争战的主 

哈巴谷∶ 主前第七世纪到第六世纪之交 在逆境中的仰望 

西番亚∶ 主前第七世纪(≈630 – 625 B.C.) 耶和华的大日、审判、怜悯、恩典 

哈该∶ 被掳归回后(≈520 B.C.)  建殿 

撒迦利亚∶ 被掳归回后(≈520 – 518 B.C.) 亚四 6、六 12-13、十二 10 

玛拉基∶ 被掳归回后(≈475 - 450 B.C.) 玛四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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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读经计划表 

第二年（2008） 
两年读经计划问与答 

 
日期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圣经 章节 圣经 章节 圣经 章节 

 1 耶 37，38 结 27, 28 摩 7-9 

 2  39-41:15  29, 30 俄 1 

 3  41:16-43:13  31, 32 约二 1 

 4  44  33, 34 拿 1, 2 

 5  46, 47  35, 36  3, 4 
 6  48  37-39 弥 1-3 

 7  49  40, 41  4, 5 
 8  50  42-44  6, 7 
 9  51  45, 46 约三 1 

 10  52  47, 48 鸿 1-3 

 11 雅 1-3:12 彼后 1-3 哈 1-3 

 12  3:13-5:20 但 1, 2 番 1-3 

 13 哀 1  3, 4 该 1, 2 

 14  2  5, 6 犹 1 

 15  3  7-9 亚 1-3 

 16  4  10-12  4-6 
 17  5 何 1-3  7, 8 

 18 彼前 1-2:10  4, 5  9-11 

 19  2:11-5:14  6, 7  12-14 
 20 结 1-3  8-10 玛 1-2:9 

 21  4, 5  11, 12  2:10-4:6 
 22  6, 7  13, 14 启 1-3 

 23  8, 9 约一 1-2:27  4, 5 

 24  10, 11  2:28-3:24  6, 7 
 25  12, 13  4, 5  8, 9 
 26  14-16 珥 1-2:27  10, 11 

 27  17, 18  2:28-3:21  12-14 
 28  19, 20 摩 1, 2  15, 16 

 29  21, 22  3, 4  17, 18 
 30  23, 24  5, 6  19, 20 
 31  25, 26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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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八月、九月答案揭晓: 
 

7 月 6 日 问: 请填妥并常常提醒自己在生活中要操练。 

箴言十九 11 人有见识就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便是自己的荣耀。。 

答: 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 
 

 

7 月 13 日 问: 请按本周读经进度《箴言廿 19~廿一:31》，找出神对 

我们的要求和心意。 

答: 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箴言 21 章 3 节 
 

 

7 月 20 日 问: 请自这星期的读经进度（箴言 22 至 26 章）找出圣经 

如何形容钱财？ 

答: 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

鹰向天飞去。箴言 23 章 5 节 
 

 

7 月 27 日 问: 以下哪一项，并非使徒保罗告诉提多要在克里特岛完 

成的任务？ 

答: a) 乐意接待远人        b) 教导各类型的人    

c) 在各城设立长老   d) 用各等权柄责备人 
 

 

8 月 3 日 问: 试从传道书找出答案 -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 

答: a) 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  b) 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c) 若有二人便能敌挡他    d) 以上皆是 （4 章 9-12 节） 
 

 

8 月 10 日 问:  以下哪项是使徒保罗劝勉腓利门，要善待其仆人— 

阿尼西谋的原由？（可多过一项） 

答: a) 对双方都有益处  b) 凭着其爱心和信心   

c) 因为腓利门是有声望的   d) 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作的 
 

 

8 月 17 日 问: 当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先知 

以赛亚是如何回应主的呼召的？（赛 3 至 19 章）  

答: 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6 章 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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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4 日 问: 按本周读经进度（赛 20-33 章），主耶和华在审判的 

信息中要祂的子民学习什么功课？请填妥以下经文： 

答: 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 

等候祂, 祂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祂, 

我们必因祂的救恩欢喜快乐。（赛 25 章 9 节） 
 

 

8 月 31 日 问: 按本周读经进度（赛 34-48 章），请填妥并尝试背诵以 

下经文： 

答: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 

百姓诚然是草。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赛 40 章 7-8 节） 
 

 

9 月 7 日  问: 就读经进度--以赛亚书 49 至 64 章，请问哪一章清楚预

言、描述主耶稣在十字架所受的苦以及祂所成就的救

恩？ 

答: 赛 53 章 
 

 

9 月 14 日 问: 希伯来书的主题阐明了基督的超越性——书中提及祂 

超越了谁？ 

答: 天使（1:4-2:18）、摩西和约书亚（3:1-4:13） 
 

 

9 月 21 日 问: 耶利米书第一章里，当耶和华神呼召先知耶利米告诉 

他不要惧怕惊惶时，神重复两次应许他什么？ 

答: …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一章 8b 节，19b 节。 
 

 

9 月 28 日 问: 就本星期读经进度（耶 16-31 章），试找出耶和华上帝 

亲口预言有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经文。 

答: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 

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 

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 

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耶廿三章 

5 至 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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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PHONES and THE BIBLE 手提电话与圣经 

 

载录自 http://message.snopes.com/showthread.php?t=3075    余育馨姐妹译 

 

What would happen if we treated our Bible like we treat 

our cell phones? 

如果我们对待上帝的话――圣经，像对待自己的手提电话一

般，那会是如何？ 

 

What if we carried it around in our purses or pockets?  

如果我们随身都将它带在我们的包包或口袋？  

What if we turned back to go get it if we forgot it?  

如果我们不小心忘了携带，无论怎样也会倒回头拿？  

What if we flipped through it several times a day?  

如果我们一天内，反复将它查阅几遍？  

What if we used it to receive messages from the text?  

如果我们用它，来接收文字短讯？ 

What if we treated it like we couldn't live without it?  

如果我们将它视如宝贝，不可或缺？ 

What if we gave it to kids as gifts? 

如果我们将它当成礼物，送给孩子？ 

What if we used it as we traveled? 

如果我们外出旅游时，都不忘使用它？  

What if we used it in case of an emergency? 

如果我们在紧急时刻，都不忘用它？ 

This is something to make you go...hmm...where is my 

Bible? 

以上是用以鼓励、推动大家的！嗯……想一想，我的圣经在

哪儿？ 

http://message.snopes.com/showthread.php?t=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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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 and one more thing. Unlike our cell phone, we don't 

ever have to worry about our Bible being disconnected 

because Jesus already paid the bill!  

对了，还有一样提醒。不像手提电话，我们不需要担心它的

“服务”会被切断，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付了帐！  

 

And no dropped calls! 

还有，绝对没有遗漏的“传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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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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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崇荣牧师访谈记(一) 

听布道家谈布道大会 
楼建华牧师 

2008 唐崇荣布道大会刚刚结束，我们都再一次一同见证了

上帝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感谢主！ 

七年前，即 2001 年，布道团也举办过一次唐崇荣布道大

会。在大会结束后，蒙唐牧师首肯，让我以访谈的方式，与他谈

谈对布道大会的感想；在是次的访谈中，也就着归正福音运动等

课题，向他请益。在访谈里，唐牧师所谈到的内容极有份量，对

每一位在布道事工上有分，并关心归正福音运动的弟兄姊妹，都

有极大的裨益。当时，访谈的内容经过整理后，曾发表在 2002

年出版的《动力》刊物上。如今事隔七年，还记得这段访谈内容

的，恐怕屈指可数。所以我决定趁着每季季刊出版的当儿，择要

分段刊登其中的重点，盼望能激励大家，预备自己，积极参与以

后将要筹办的布道大会。 

问： 唐牧师，您自蒙召以来，就以布道作为您一生的事工。当筹

办布道大会的时候，您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 

答： 我蒙召之初，是因为布道的需要受感动而奉献的。所以我一

生把布道事工当作事奉最优先的项目之一。后来慢慢地在布道过

程当中，也累积了牧会与讲授神学课程的经验，开始留意到正统

神学的信仰，是教会建立信仰的根基，也是那真正合乎《圣经》

总原则的布道方向与内容。所以，在我的事奉中间，神学教育跟

布道工作是并行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总是坚持以上帝的救赎教

义，以及合乎《圣经》的总原则作为布道的基础，而后才去发挥

布道神学。 

从我的立场来谈，在筹办布道大会之先，第一项重点就是要

在上帝面前想清楚，真正知道主要我藉着这个布道会，向这个地

区、这个世代、这一批来参加的人，供应什么信息。要知道，人

们往往自己也不一定觉察到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但是，我要传

讲信息，就一定要在上帝面前确定所讲的道的内容，能够真正供

应到他们的需要。所以，寻求明白神要我为祂在这个时代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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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里，在这种文化之下，所当传讲的话语，是最优先的第

一个重点。 

第二，我会进一步去了解他们的思想、信仰、心灵、风俗，

以及他们的观念的背景；这样，我会找到这些观念、背景和意识

形态，与神的道之间的差异是什么；然后从中建立起一个既合乎

《圣经》，又不悖乎人性的接触点，使那些来听道的人发现，我

们所供应的，原是他们曾经思想过，或者曾经欣赏过，甚至曾经

反对过的题目；一旦他们觉悟到这些课题并不是与他们毫不相

关，而是非常切身，同时关乎永恒的生命的话，那么他们就容易

受吸引，好好地听道，好好地思想所听的内容。  

        这两点是我感到最优先要思想的东西。 

 

 

问： 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布道方式，让我举个例子：这

次我跟一位基督徒同事提起有关布道大会的事情，他的第一个反

应，向我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医治？因为他所接

触、所参加的布道大会的型式，都着重在神医、神迹等方面。请

问：站在归正福音的信仰立场，怎样建立起真正合神心意，符合

圣经的教训的布道大会？ 

 

答： 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我们读到祂医病，行神迹的记

录，显出祂是神的儿子，在祂身上有神的记号、有神的能力、有

神的权柄。这些事情是圣经明文记载的。又好像祂吩咐人去传道

时，也说“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你们。”所以，这是圣经的教训，

我们应当承认，也应当尊重。同时这些也是历史的事实，因为在

初期教会中，神迹与医病的恩赐也都继续从彼得、保罗这两个使

徒的身上行出来，甚至他们都各有一次的经验，叫死人复活。但

是，在其他的使徒们身上，我们倒没有看到他们曾叫死人复活

过。第一世纪结束后，这些神迹、奇事就慢慢减少了。 

那么，圣经上的总原则是什么？在罗马书第十章 17 节保罗

讲得很清楚，就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我认为既然圣经的总原则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的责任同

我的负担，就是用道去建立信仰，而不是用神迹奇事去建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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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严格的说起来，神迹奇事的本身并没有办法建立信仰，因为

耶稣基督第一次到耶路撒冷，行了许多神迹奇事。那个时候，有

很多人因此信祂(约二 23－25)。但是那种信是耶稣所不能接受

的，所以我们的主并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他们因神迹而信，就

不是圣经的原则。所以，到了罗马书，圣经就提到“信道是从听

道而来的。” 

当然，不一定每一个到上帝面前来的人，都是有了听道的经

验，才来再听道的。有些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过道。但是，无论如

何神都已经把祂自己的存在跟人的道德的责任感放在人的心中。

这是在人的生命中很基本的本质。如果他们没有压制这些神已经

赐下的本性，就有可能来听道。当被邀请来听道时，如果他们存

有渴慕的心，我们就应当用道使他们产生真正的信仰。因为道的

本身，隐藏着可以使人信服上帝的话语的种子。这话是十分可信

的，是可佩服的。神的话语的本身有令人信服的基础。所以，我

的责任和我的负担就是把道传讲清楚，也把人反对道的所有的非

道之理察究出来，然后在每一场聚会中靠着圣灵的能力，以及靠

着主很清楚地、灵活地引导，把这个道像种子撒在他们的心中，

他们就能从其中领受信仰。特别是以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的

人，就会产生对上帝的道的信仰。这是我感到布道方面非常重要

的托付。 

并不是我反对医病，而是我认为用医病作号召，使人来参加

聚会，这种做法的本身已经有两个毛病：第一，不是很诚实地邀

请人来领受福音，而是先在人的心里制造一种非纯粹的动机，藉

此吸引人来参加。第二，圣经上从来没有说所有的病，只要人有

信心，就可以得着医治。这等於是否定神的主权，也否定圣徒或

者是有信心的人有因病而死的可能。这两方面的毛病都违背圣经

的教训。所以，我不用这个办法来举办布道大会！ 

如果在布道会中间有人听了道，愿意我们为他祷告，甚至为

他的病祷告，我们可以在会后请一些基督徒一同同心合意的为这

些病人祷告，这是完全没有违背圣经，也是我们应当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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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知道我们爱上帝？ 
 

节选自《十诫》，作者汤马斯•华森（ Thomas Watson） 

http://www.old-gospel.net/viewthread.php?tid=420&fpage=1 

林奕经弟兄提供 

 

爱上帝的人渴慕上帝的同在。就如恋爱中的人无法长久分

隔，如果看不到所爱慕的对象，他们很快就生出渴想之

情。一个深深爱上上帝的人，必定是渴慕上帝、以上帝为

乐。大卫见不到上帝的时候，他的感觉是快要昏厥过去似

的。―我羡慕渴想耶和华的殿宇。‖诗 84:2。 

 

爱上帝的人绝不爱罪。―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

恶。‖ 诗 97:10。对上帝的爱，和对罪的爱，是不能相混

的，正如铁和泥不能混在一起一样。人所爱的每一样罪，

其实都是对上帝的攻击和试探。爱上帝的人，对罪有一种

憎恶。把两位爱人分开的，是一个充满仇恨的人。上帝和

相信祂的人是彼此相爱的，可是罪却在他们中间把他们分

开。所以爱上帝的人必须对抗罪，对罪不可宽恕。用这一

点来试验你对上帝的爱！罪是上帝的仇敌，如果人爱的是

上帝的仇敌的话，怎么可以说他爱上帝呢？ 

 

爱上帝的人不会深爱任何别的事情。对世界上的事，他的

爱非常冷淡。对世界的爱吃空敬虔的心，它遏制圣洁的情

感，就像泥土扑灭火焰一样。爱上帝的人，使用世物，但

乐意亲近上帝。世界让他忙碌，但上帝令他欢喜，使他满

足。他与大卫一同说道：―我最喜乐的上帝！‖诗 43:4。上

帝是我喜乐的精华！ 

 

 

http://www.old-gospel.net/viewthread.php?tid=420&f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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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帝的人不可离开祂而活。我们所爱的事情，我们不能

没有了它。一个人可以没有音乐或鲜花，但不能没有食

物。同样，一个深爱上帝的人，是看自己没有祂就有祸

了。―不要向我掩面，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诗

143:7。如果上帝是我们的至善，我们就不能活着没有祂！

哎呀！那些没有祂也能活得够好的人，他们是何等表明他

们对上帝没有爱！只要让他们有吃有喝，你就绝不会听到

他们抱怨缺乏上帝的同在。 

 

爱上帝的人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祂。商人付出何等痛苦的

代价，冒着何等的危险，为的是得到丰富的回报。雅各爱

拉结，他能忍受白日的炽热，夜间的霜冻，好使他能与拉

结生活在一起。一个爱上帝的人要为享受祂，甘愿付任何

痛苦代价。―我心紧紧的跟随袮。‖诗 63:8。人多多祷告，

在痛苦中挣扎，好使他能得到他心所爱的。―我要寻找我心

所爱的。‖ 歌 3:2。 

 

爱上帝的人，喜爱祂胜过爱产业。―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

都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腓

3:8。 有谁爱一件贵重的珍宝，而不愿为它与一朵鲜花分

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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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脚踪 
 

吴晓峰弟兄 

 

 《箴言》是天父赐给我们的宝藏，渴慕智慧的人喜爱

来此领受。每次以敬畏谦卑的心聆听默想其中的训诲，父

都将灵粮赐给我们，让我们得以饱足，充满喜乐。父不但

常常慈爱地教导我们智慧的人当怎样行，祂也告诉我们怎

样才能成为有智慧的人。《箴言》24 章 32 节就是其中之

一：“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 这句箴

言让我们看到了智慧的脚踪：观察，思想，训诲。 

 

 许多细微的事，人们常常忽视它，但也有许多人能留

心观察，从中得到启发和训诲。这样的例子很多，有些甚

至是家喻户晓的。如《箴言》24：30－34，这位智者经过

荒废的田地和葡萄园，领受了不可懒惰的训诲，这训诲甚

至被记录在圣经智慧书中。在科学中，瓦特从沸腾的水壶

产生水蒸汽将壶盖顶起的现象中得到启发，发明了蒸汽

机；牛顿因为一只苹果砸在脑袋上而发现了万有引力。被

誉为“土木工匠之祖师、建筑师之鼻祖”的鲁班一次在山

上被茅草割破手指而发明了锯子。“前车可鉴”是历史的

座右铭，观察和思考历史事件让人们得到教训和借鉴。主

基督耶稣也用地上的百合花，天上的飞鸟教导我们不要忧

虑。（太 6：25－34） 

 

 可是有人会问：观察和留心思想就够了吗？怎样才能

得着训诲？古话说的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一件

事，从自己出发，人人有各自的看法和自以为是的教训。

遇到一个英雄阻止歹徒而受伤，有人会因此激起正义之

心，以后也会见义勇为；另有人会想：下次我要躲得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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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免也会受伤。这是事实，正如主所说：“人一切所

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惟有耶和华衡量人心。”（箴

16：2；箴 21：2） 那么标准在哪里呢？“敬畏耶和华是

知识的开端”（箴 1：7）。只有以敬畏的心来到上帝的面

前，以祂的话语为标准，才能领受真训诲、真智慧。上帝

已将祂的启示写在《圣经》中，我们应当仔细阅读，“昼

夜思想”。（诗 1：2） 

 

 最后，单单领受了训诲还不够，而应当行出来。正如

听道的人有好土和坏土，“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

道，又领受，并且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

百倍的。”（可 4：20）我们要聆听上帝的话，持守己心，

祈求圣灵的督责和引领，将所领受的训诲行在生活中，才

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见证主的荣耀！ 

 

 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将祢的话印在我们心中，为祢自

己的名引领我们走义路。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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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使命 

信仰归正、 

生活虔敬、 

主里相爱、 

勇敢见证、 

广传福音 ! 

注解∶ 

在上帝至圣的真道上，建造信仰； 

在基督耶稣的命令里，彼此相爱； 

在真理圣灵的引导下，见证主名！ 

倚靠上帝的能力、坚守上帝的启示、 

随从圣灵的引导、活出所信的基督、 

高举基督的十架、宣扬福音的大能！ 

第四季主日学课程 
成人主日学：救赎论 
 

参考书籍：       作者： 

1. 救赎论        唐崇荣牧师  

2. Redemption - Accomplished and Applied John Murray 

3. Salvation Belongs to the Lord   John Frame 

 

主题范围：归正神学/教义 （救赎论） 

日期 题目 负责人 

05/10 救赎教义概论 楼建华 

12/10 神的豫定与救赎 林奕经 

19/10 基督的死 楼建华 

26/10 十架救赎 林奕经 

02/11 救恩的顺序 楼建华 

09/11 拣选、呼召与重生 楼建华 

16/11 信心与悔改 楼建华 

23/11 称义 楼建华 

30/11 得儿子的名分 林奕经 

07/12 成圣与得救的把握 楼建华 

14/12 圣徒的坚忍与得荣耀 林奕经 

21/12 休息 - 

28/12 休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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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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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教会主题：做基督福音的使者 

 

地址 Address : 315 Outram Road #07-06 Tan Boon Liat Building Singapore 169074 

网址 URL : http://www.reformedsg.org/ 电邮 email:  admin@reformedsg.org 

Pastor-in-charge: Rev. Dr. Lou Jiann-Hua 主理牧师  :     楼建华牧师 (9674 5544) 

Administrator    :  Sister Eva Yee Yik Shing 行政同工  :     余育馨姐妹 (9640 5431) 

聚会表 

成人主日学   Adult Sunday School  

华语 Mandarin 每周日 Sundays 0930 – 1030 
  

儿童主日学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华语 Mandarin 每周日 Sundays 0930 – 1030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华语 Mandarin 每周日 Sundays 1100 – 1230 
   

幼儿主日学   Toddler’s Sunday School   

华语 Mandarin 每周日 Sundays 1100 – 1230 
  

祷告会   Prayer Meeting  

华语 Mandarin 每周四 Thursdays 1930 – 2100 
  

圣诗班练习   Choir Practice 

华语 Mandarin 每周六 Saturdays 1330 – 1500 
  

查经班   Bible Study  

华语 Mandarin 隔周六 Alternate Saturdays 1500 – 1630 
  

读书团契   Reading Fellowship 

华语 Mandarin 隔周六 Alternate Saturdays  1500 – 1630 
  

派发单张   Flyers Distribution, 探访 Visitation 

时间 Time ： （另行安排 To be arranged） （请留意报告或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