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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的话：
牧师的话：每日读经计划
楼建华牧师
这是一项两年读经计划，沿用之前已经用过的读经进度表，
盼望能在全体会友当中，再一次推动并养成每日读经的习惯。
虽然这份读经进度表一再地被循环采用，但是，凡参加每日
读经计划的弟兄姊妹们，在上帝的话语上的认识与长进，绝不会
一直停留在原地踏步。换句话讲，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学习与
成长的定律：一定要反复地诵读祂的话语，周而复始地熟读主的
道，这样，我们灵命上的长进就有直线上升的潜能！
不但这是新的一轮读经计划的开始，所读的经卷也是从头开
始。三个月内，我们将按部就班地诵读新、旧约里的前三卷书，
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
音；交替诵读这六卷书。
福音书
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通常又称为符类福音书。每
一卷书各有特色与重点，自然在资料的编排上，也不尽相同；但
三位作者(马太、马可和路加)在取材方面，非常近似；方便我们
读的时候，可相互参照比较。
福音书的焦点都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介绍祂的降生、祂的
身份、祂宣扬天国福音的过程、祂的教训、以及在十字架上的牺
牲和祂的复活。
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祂就是旧约中所预言、
应许要来的弥赛亚及君王。马太福音就是从这个角度来介绍并阐
扬耶稣，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眼光，阅读马太福音。
马可则略过耶稣的家谱，强调耶稣是上帝的仆人，祂往往马
不停蹄、四处奔波，宣扬神国的福音，“甚至连饭也顾不得
吃”。他也强调主耶稣的救赎行动，把重点聚焦在耶稣的怜悯、
受苦、牺牲的服事的榜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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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有历史学家的素养，在他所写的福音书中，每一条选录
的材料，都是经过详细考察之后，按着次序整理下来的。当时代
的传统高举公义、智慧、勇气、节制，具有这四方面的品德，才
构成一位完人的品格。在记载耶稣的生平时，路加不单单着重于
描写祂是完全的人子，更彰显出祂无比的慈爱、牺牲与宽恕。
旧约
创世记、出埃及记和利未记，是摩西五经里的头三卷书。里
头包含了神的创造，人的堕落，祂的应许、审判、拣选、引导，
以及种种人物的生平等传诵千古的故事。
读创世记，要留意书中的主要人物，他们豫表着那将要来的
弥赛亚－主耶稣基督。读出埃及记，要留意上帝如何拯救以色列
人离开为奴之地，并印证先前向以色列人的列祖所作的应许；而
利未记这一卷书，则记载了献祭赎罪的条例，说明人进到上帝的
面前，必须透过牺牲、赎罪与洁净。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季的主日学课程正好与我们每日读经的
内容相配合。每日读经帮助我们重温会幕的事奉、所献的祭物、
献祭的祭司，以及以色列民族的节期等，而主日学课程则更深入
地帮助我们参照新约的内容，发现那些献祭的条例和节期，以及
在会幕里的事奉，都不过是影儿，不是本物的真像；到主耶稣道
成肉身，完成救赎大功之后，那实体就印证在主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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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读经计划表
两年读经计划表
第一年（2009
2009 一月份）
一月份）
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圣经
创

太

一月
阅读
章节
1-3
4, 5
6-8
9-11
12-14
15-17
18-20
21-23
24-25:18
25:19-26:35
27-28:9
28:10-30:43
31-33
34-36
37,38
39, 40
41, 42
43-45
46-47:27
47:28-50:26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19:15
19:16-20:28
3

主日

背诵
经节

日

创一 26-27

日

创二十二 14

日

创二十八 16-17

日

太一 20-21

第一年（2009
2009 二月份）
二月份）

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圣经
太

出

可

二月
章节

主日

20:29-21:46
22, 23
24-25:30
25:31-26:75
27
28
1, 2
3, 4
5-7:13
7:14-9:35
10-12:30
12:31-13:16
13:17-14:31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27
28, 29
30, 31
32-34
35, 36
37, 38
39, 40
1-2:17
2:18-3:35
4, 5

4

日

背诵
经节
太十一 28-30

日

太二十 28

日

出十四 13-14

日

出二十 12

第一年（2009
2009 三月份）
三月份）

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圣经
可

利

路

三月
章节

主日

6-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3
4-6:7
6:8-7:38
8-10
11-13
14,15
16, 17
18-20
21, 22
23
24, 25
26, 27
1
2, 3
4, 5
6-7:35
7:36-8:56
9, 10
11-12:34
12:35-14:35
15, 16
17, 18
19-20:44
20:45-21:38
22-23:12

5

日

背诵
经节
出三十四 6-7

日

可八 34-35

日

利十八 1-5

日

路二 14

日

路十二 22-23

十月、
十月、十一月、
十一月、十二月答案揭晓
十二月答案揭晓:
答案揭晓
10 月 5 日 问: 就读经进度--耶 32-44 章，请填妥以下上帝给先知
耶利米及以色列的应许。
答: 成就的是耶和华
成就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造作、
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
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
耶和华是祂的名
耶和华是祂的名。
是祂的名。祂如此说：
祂如此说：你求告我，
你求告我，我就
应允你，
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
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指示你。
耶卅三章
卅三章 2-3 节
10 月 12 日 问: 就本星期读经进度（耶 46-52 章），请问上帝藉先知
耶利米斥责列国的预言记载到哪一章为止？
答: 耶利米书 51 章
10 月 19 日 问 : 《耶利米哀歌》述说罪恶带来痛苦，然而哀伤背后却
仍有神的恩典——
答 : “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
指望。我们不致消灭，是出
指望
于耶和华
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耶和华 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
诸般的慈爱
晨都是新的
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极其广大”。哀三章
21-23 节
新的
极其广大
10 月 26 日 问: 就本星期读经进度，注意耶和华上帝是如何称呼先知
以西结的？斥责男、女假先知的段落又记录在哪一
章？
答: 人子；第
第 13 章
11 月 2 日 问: 就读经进度--结 14-28 章，请填妥以下耶和华上帝给祂
子民的应许。
答: 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
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
立
所立的约
定永约
定永约。结 16 章 60 节
11 月 9 日 问: 以西结书一共用了几章来记载耶和华所启示新圣殿的
异象？请同时注明是哪几章？
答: 8 章：40-47 章
11 月 16 日 问: 先知但以理所服侍过的诸王包括：
答: a) 玛代王大利乌或译作大流士 b) 巴比伦王伯沙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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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d) 波斯王古列或译作塞鲁士
e) 以上皆是
11 月 23 日 问: 神要先知何西阿娶歌篾为妻，有何属灵意义？
答: 代表以色列的不忠
11 月 30 日 问: 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____________，并且他
的诫命__________________。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
____________；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________。
答: …爱他了
爱他了，
不是难守的。
爱他了，…不是难守的
不是难守的 。胜过世界…我们的信心
胜过世界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
约翰一书 5 章 3-4 节
12 月 7 日 问: 请填妥先知约拿在鱼腹中向上帝所祷告的：
答: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
感谢的声音献祭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
我必
感谢的声音
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
约拿书 2 章 9 节
偿还
12 月 14 日 问: 请填妥以下经文并尝试背诵——
答: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
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至圣的真道上
在圣灵里
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
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
圣灵里
上帝的爱中
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犹 20 至 21 节
12 月 21 日 问: 新约马太福音廿一 4-5 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
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 应验了旧
约的哪位先知，曾在其书上所预言的？（参上周读经
进度）
答:撒迦利亚
撒迦利亚；
撒迦利亚；亚 9 章 9 节
12 月 28 日 问: 根据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记载，上帝责备哪
个教会 …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
答: 以弗所教会（
以弗所教会（启二章
启二章 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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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经过
侯晓雅，Dec. 2008
我之前是个无神论者，平时与同学探讨信仰时，也自认是没有信
仰的人。对于基督教知之甚少，上帝也仅仅在口语化的“my god”中
出现，对至高者与造物主的认识停留在如此肤浅的地步，我感到很惭
愧。
逢年过节我的母亲会烧香拜佛，祈求神明庇佑。我不是很信，但
也没有反对，因为这像是一种风俗，没有对与错的分别，最多会觉得
有点迷信。我相信一个人只要努力，就会得到好的结果；可是环境的
限制使得自身并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发展。生活的变故让我感到一切
事物都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我无法去控制不幸的发生，
处在极度焦虑与担忧之中，总害怕失去至亲的家人和朋友。
我之前是一个性格乖僻的人，容易发火，急躁，个性耿直，人际
关系处的不好。朋友不多，但却有个最好的朋友—小雨，小雨有个哥
哥小超，北大数学系本科和硕士，毕业后现在加拿大留学，超哥已决
定在明年复活节受洗。
我是去年十一月份来到新加坡，当时硕士还没有毕业。我在今年
的三、四月份和小雨的谈话中，得知她的哥哥信教。她大概提了一
下，关于圣经的完整性，与中国文化的相通之处，比如孟子的“天将
降大任于斯人也…”，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赎罪券（历史书里提
过，好像是教会的腐化什么的），还有里程的《游子吟》。听完后的
我没有怎么上心，只是觉着学数学的北大毕业生，逻辑性这么强的人
怎么信基督教呢？真是不知所措，挺吃惊的。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没有接触圣经，也因为事情千头万绪，心情很
烦躁，在新加坡一个人孤孤单单。五月中旬回到上海，完成毕业答
辩，可以拿到毕业证书，可因为第一作的文章没有接受，学位可能暂
时拿不到。这是个漫长的等待过程，希望文章在 6 月 11 号被接受，
还抱有一丝丝的希望。朋友说，你祷告吧，上帝会听到的，会帮助你
的。（文接第 11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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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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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续第 8 面）
我就开始晚上不停的祷告，白天先是看《游子吟》，没看完就开始查
看圣经的福音书。这个期间的读经，有读故事书的感觉，但是心情没
那么糟啦。直到最后一丝希望破灭，我第一次彻底地为我硕士三年在
复旦为人处事进行了反思，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固执和可笑。而唯一
欣慰的是，我决心信主了。如诗篇 34:18 所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
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感谢主。
在上海和三位大学同学交谈中，我提到决心信基督的时候，要追
求“永恒”，三个人给了我三种不同的反应，一个女孩子说：我挺佩
服你的，做事爽快，说信就信，总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其实她
会觉得我是个乖僻的人。另一个女孩大概的意思是，这和信邪教没什
么两样。一个男生开始和我讲《道德经》，一心想改变我的念头，说
是要挽回（救）我。可我无法辨驳他，我一直以来不善于辩论。而现
在我却可以说，基督里救赎的观念是老子所没有的。更重要的是，中
国文化固然伟大，不能被轻视，可是这只是理性对造物主的想象和领
悟，理性是被造的，有限的，被罪所玷污的，是会出错的。理性要归
回到真理。
六月份回新加坡的飞机上，降落前 20 分钟难受地从睡梦中醒来，
身体很不舒服，有晕机症状。第一次在高空中恳切地向上帝祷告，不
适的感觉消失了，感谢神。回到新加坡的第一个礼拜日，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去了 city harvest church，后来知道是灵恩派的。这一天是父亲
节，我坐在礼拜堂里，看着屏幕上祝福的话语，总觉着有一种无法逃
脱的感觉，当我听到我可以称那位至高神为天父和阿爸父时，我感动
了，我竟有这等的福分，做神的儿女。之后有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去这
个教会，小组团契去了两次。期间有很多的不解，一是对什一奉献，
牧师也引用很多经文，说奉献的越多，越讨神的喜悦，得到的也会越
多。他一次也没有讲说，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可以先不奉献。二是，特
别强调圣灵充满方言祷告，我总觉得有些自欺欺人。还有也参加了医
病的大会，感觉怪怪的，直到有一次牧师以“可以说不”作为题目的
讲道，中途我有想要逃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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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和超哥通信谈到我去的教会，他说帮我查查，后来提到这个
教会是比较有争议的，他劝我先读圣经，祷告，不要再去教会了。也
提到唐崇荣牧师的九月份的布道大会和七月份的神学讲座。终于等到
了神学讲座，独自一人去的纽顿生命堂，第一次听道，布道人是神的
仆人—唐崇荣牧师，题目是“永世的基督 历史的耶稣”。信道是从
听道来的，感谢为我们信心创始至终的主耶稣基督，我的信仰开始建
立在正确的根基上，找到了中心点，我主耶稣基督。第一天晚上回去
找不到路，第一次遇到素莲姐妹（马来西亚人，NUS 的 PhD），向她
提起我之前去的 church，她劝我换一个，她说回去帮我找一个合适
的。第二天晚上遇到了耀伦弟兄，虽说是一个 school 的，之前不熟
悉，也不知道他信教，还有晓峰、楼牧师。耀伦建议我去楼牧师的教
会，说是纯正的归正信仰，即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
基督，一切荣耀归给上帝。感谢主，我来到了我们归正福音教会，在
灵命上有不断的长进，唯有一次对圣餐的不理解。因为之前在原来的
教会领过圣餐，觉得怎么那时能领，现在不能，当时对圣餐设立的意
义是无知的，心情有些沮丧。之后查考圣经，才真正明白领受圣餐的
神圣。
在九月份的布道大会的第三天晚上，在唐牧师的呼召下，我受感
动走到台前歌唱赞美主，陪谈员晓峰弟兄让我填了决志卡。之后每个
礼拜日参加教会的主日敬拜，每天都会读经，祷告方面欠缺。而现在
受洗课程已经完成，在十二月的第一个主日(按十二月七日)受洗归入
我主耶稣基督，和众弟兄姐妹同领圣餐，共同纪念我主耶稣基督。
在我信主的整个过程中，总觉着有种联系，有种指引和引导，是
不自觉地。我无所夸耀，信和悔改都是上帝的恩典。感谢赞美主，把
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
圣经中有太多喜爱的章节，现阶段最有感触的章节如下：
希伯来书 12:1-2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
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
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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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崇荣牧师访谈记(二
唐崇荣牧师访谈记 二)
听布道家谈布道大会
楼建华牧师
〖前言〗
去年九月中，在 2008 唐崇荣布道大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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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世代，怎样持续推动大型的布道大会，从而把
福音的种子很广地、又很全面地播撒出去？
答： 谈到举办大型的布道会，有几点我认为应当注意：第一，大
型布道会的可行性，在整个教会历史里，未曾被否定过；虽然有
人不是很赞同，特别是在某一些时期，个中的原因现在暂且不
谈。为什么大型布道会的可行性是可以继续延续，而不应当停止
呢？因为它所能产生的一些作用，是别种布道会没有办法达到
的。对这一点我可以从两方面来解说。首先，当很多的人看见那
福音真理在广大的群众中间起作用的时候，他们会感受到道的震
憾力，使他们也觉悟到他们也像其他的群众一样，需要上帝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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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许多人一同听道、留心专注听讲，而且能够从所传讲的道的
中间得到益处，这就是一个道的能力的见证。其次，能够在最少
的时间内，为最多的人讲解最有系统的福音的办法，就是群众布
道。当然，如果只是为了制造热闹，利用群众心理，制造感情冲
动的场面，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如果真正把道传讲得有
条理，合乎人的理性功能所能吸收的，具有光照作用、启发作
用，又有足够的能力，能够使大家屏息静听的话，那么，这种聚
会就很有价值了。
第二，在这个人口越来越膨胀的时代里，大型布道会可以节
省许多其他布道会所花费的力量，这样可以事半功倍；甚至可能
事只有百分之一，而功可以达百倍。让许多人同时听很好的、很
有系统的真理的讲解，这是普通的布道方式所无法办到的。
但是，第三，大型布道会也绝对不能孤立。在大型的布道会
上，如果不能达到信息进入个人心中，产生个人效用的话，那整
个布道会对那个人来说只是一种客观的场面，完全不是他主观的
经历。大型布道的结果，是要每一个个人感到信息是对他自己讲
的，当他还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有陪谈员用个人布道的途径来帮
助解决。这样，大布道会跟个人布道结合，才算完成了真正布道
所要达到的果效。
第四，藉着大型的布道会，我们可以使很多基督徒有合作的
机会。不同恩赐的人，可以在不同的场合中，表现出他们在神面
前所领受的才干与恩赐，使之发挥尽致，众志成城。比如说，爱
唱诗的人，他们有音乐恩赐，藉着音乐要领人归主，却缺乏讲道
的口才；另有一些有个人谈道恩赐的人，他们的人际关系很好，
却没有歌唱的恩赐；还有一些人，有邀请人来参加聚会的恩赐，
但是人来了，除非讲台够强，否则得不到供应。当各种人配搭的
时候，你就看见有最好的招待，最好的诗班，最好的陪谈，最好
的讲员彼此配合，就提供整体基督徒合作的机会。这是其他聚
会，或其他布道方式很难作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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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如果教会也可能合办布道会的话，那就在整个城市
里，有教会合一的见证。这样，就使外邦人知道我们基督徒能够
好好一同事奉主。不过，假如在教义上差异太大，教会无法合作
的话，神也一样可以用祂自己的工人继续作工。历史上有许多
人，虽然得不着众教会的支持，却作了最大的群众布道的工作。
如施洗约翰，虽然圣殿里的祭司长都不知道他在作什么，但是神
的灵并不在圣殿里的那些祭司长的身上，反倒是在旷野与施洗约
翰同在。旷野变成肥田，野外偏僻之处变成千万人拥挤的地方，
这就是神的荣耀。乔治怀特腓跟约翰卫斯里的布道会也是如此。
当时的教会，无论是天主教或圣公会，都不能认同他们；而他们
竟然把整个英国带到不必流血，就可以达到比法国流血革命更好
的整个国家道德的改造同灵性复兴的地步。这也证明了不需要一
定得透过众教会合作才可以布道。今天还有一些人认为，如果不
是教会合办布道会，布道会就不可能成功。这种思想是以宗派主
义来代替神国度的思想；这种思想也像犹太人的狭窄，以为非透
过他们，神的道就不会临到外邦人身上。这是很可悲很落后的思
想，这样的教会领袖应当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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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托那忠心能教导人的人
楼建华牧师
经文：提摩太後书第二章 2 节
提摩太後书是使徒保罗在殉道前，写给他年轻的同工提摩太
的一封信。在所引的经节中，「你」指的是提摩太，而「我」当
然指的就是写这封信的保罗。这节经文(二 2)虽短，涵义却极为
丰富，里面的教训更是值得我们思想。
从字面上看，这节经文平铺直叙，浅显易明。保罗要提摩太
把从他那里听来的教训交托下去。交托给谁呢？交托给比提摩太
晚一辈的同工。而这一批同工必须是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在新约时代里，保罗可说是主后第一批传道人之中的一个，
提摩太则是接续他传道的第二代同工。提摩太有责任把所领受来
的教训交给下一代(第三代)的基督徒。在这一批基督徒里，必须
有那忠心能继续教导接下来一代(第四代)基督徒的同工。从这个
角度来读提後二 2，可以看出这短短的几个字里，它包含的就不
只是仅仅四代而已，而是「世世代代」。因为我们都有同样的责
任与托付，把所领受的教训，交托给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一
代传一代，不就是世世代代了吗？不要忘了，这一节经文也是写
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交托」是一个钥词，是这一节经文里最主要的动词。我们
就从这个动词进一步读下去。要谈得上「交托」，自己必须先有
「领受」，否则交托什麽呢？这个道理浅显易明。说到领受，一
定得先问所领受的内涵。我们就从保罗本人看起。他是不是知道
他从神那边所领受的是什麽？保罗自己怎麽说？他很清楚地知
道，神交托给他的，是那荣耀的福音(提前一 11)，是耶稣基督降
世，拯救罪人的信息(提前一 15)。保罗所传的，就是交托给他的
真道，传讲神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那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祂
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提前二 5-6)。有了信息之后，保罗也知道
神交托给他传的责任和使命。在提前、提後和提多这三卷书里，
保罗三番两次地提到他“为此(为传耶稣基督与祂所成就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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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派作传道、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师傅”(提前二 7，提后一
11，多一 3)。其实交托和奉派可谓同一个词汇的两面。从交的那
一方面来说，是交托出来；从领受的那一方面来说，则成了奉
派。这也正是这一个词语本来就有的含意(参看提前一 12，二
7，提後一 11 等节经文)。
再过来我们看到底提摩太领受了些什么？所领受的，又是从
哪里得来的？那来源与根基也必须追究、弄清楚。我们也分几方
面来谈。第一是信心，就是那无伪之信，也就是提摩太从他的外
祖母和他母亲那儿所得来的。保罗说：“这信先在你外祖母罗
以，和你母亲友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提後一
5)。无伪之信非常紧要，因为按照保罗在提前一 5 里的说法，命
令的总归就是爱；而这种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
的信心，生出来的。第二是神藉著保罗按手所给提摩太的恩赐
(提後一 6)。这恩赐要如火一般再挑旺起来。要做到挑旺恩赐这
一点，提摩太必须觉悟到他所得着的灵，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
强、仁爱、谨守的灵。第三方面，就是经文里提到的「听见所教
训的」内容。这里保罗还特别强调，他所教训的，乃是在众见证
人面前讲的。表示基督信仰的教义并非私相受授，乃公开向众人
宣扬出来的，里头丝毫没有隐慝或不可告人之处。
有所领受之后，在交托下去之前，自己也必须先能「守
着」，必须「常常守着，牢牢的守着」，正如在提后第一章 1314 两节保罗所讲的：「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
着，靠着那住在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另参考提前六 20)。能
「守着」仍不是最终的目的；乃要进一步「分解」所守着的真理
的道(提後二 15)，要思想所领受来的真道，仰望从主所赐的聪明
(提後二 7)，并且在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二 15)之后，要
藉著「教导」的工夫来交托所领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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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使命
信仰归正、
信仰归正、
生活虔敬、
生活虔敬、
主里相爱、
主里相爱、
勇敢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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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主日学课程
成人主日学
成人主日学：
主日学：基督与会幕的事奉
参考书籍：
：
参考书籍
1. Immanuel in Our Place (Tremper Longman III)
主题范围：归正神学/教义 （救赎论）

日期

题目

负责人

04/01 简介
11/01 敬拜场所（一）：会幕、圣殿

楼牧师

18/01 敬拜场所（二）：新约圣殿的观念
25/01
休息－农历新年

楼牧师

01/02 献祭仪式（一）：旧约献祭
08/02 献祭仪式（二）：基督一次献上的赎罪祭

楼牧师

15/02 事奉人员（一）：祭司、会幕事奉
22/02 事奉人员（二）：基督与新约祭司的观念

林奕经

01/03 节期节日（一）：旧约节日
08/03 节期节日（二）：基督与三大朝圣之节日

林奕经

15/03 总结
22/03

林奕经
（暂停）

-

29/03

（暂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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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牧师

林奕经
楼牧师
楼牧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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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主题：
：彼此相顾、
彼此相顾、激发爱心、
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地址 Address : 315 Outram Road #07-06 Tan Boon Liat Building Singapore 169074
: http://www.reformedsg.org/
网址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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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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