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会消息 
 

1。 感谢林坚忠弟兄的证道和苏玉华姐妹的传译，愿上帝坚固您们

为祂所做的一切圣工。 

2。 小组信息回应：今天为小组的信息回应时间，请各组自行安排

时间召集讨论。 

3。 祷告会：请弟兄姐妹尽量安排时间参加每周三8pm-9pm线上

祷告会。 

4。 主日查经：下主日由谢长老带领查考出埃及记28-29章、30:22

-33、39章，主题“圣洁的祭司职分”。 

5。 小组团契：以小组形式进行，将在18/7（星期六）分享“喜

乐”。 

6。 牧者踪迹：今早李牧师在喜信堂证道。 

7。 肢体消息：赛月传道将在本月底退休，之后她仍然会在教会参

与布道事工。 

8。 代祷事项： 20/6(日) 以色列换新总理，求上帝赐稳定局势。  

21/6(一) 求主带领接棒者来牧养中英文部羊群。 

22/6(二) 求神怜悯我国，使社区感染有减无增。 

23/6(三) 陈牧师的灵命、事奉、家庭、健康等。 

24/6(四) 日本有个平安和顺利的奥运会。 

25/6(五) 求主引领赛月传道退休后之生活。 

26/6(六) 信徒积极地参与明天的崇拜和查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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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 亲 节 主 日 崇 拜  

领唱  韦玉香理事和梁丽真姐妹  

序乐  [  上主在祂的圣殿中  ]  李馨宇姐妹  

宣召  历代志上 16:23 -29 谢顺发长老  

诗歌  “歌颂主爱” 众立  

祷告  [  荣耀归于圣父  ]  主席  

奉献  未信者可以不必奉献  众坐  

祷告  [  三一颂  ]  主席  

牧祷   李法平牧师  

诗歌  “乐哉家庭”  众坐  

读经  约翰一书 2:28 -3:3 众坐  

证道  “庆祝父亲的身份” 林坚忠弟兄  

 传译员：  苏玉华姐妹  

分享   梁丽真姐妹  

诗歌  “门徒在世仇敌甚多”  众立  

祝祷  [  三叠阿门  ]  李法平牧师  

默祷  [  保持肃静  ]  众坐  

报告   主席  

恭祝父亲们， 

父亲节快乐！身心灵得上帝保守和看顾，主恩满溢！ 

救恩堂理事会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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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6 祷告会主席：李科发理事  

27/6主日崇拜撑职表  

司琴：  李骞宇姐妹  讲员：  张立峰传道  

领唱者：  

 

李馨宇姐妹  

梁丽真姐妹  

经文：  尼希米记 1:1 -11  

主席： 李法平牧师  讲题：  “回应神感动的敬

虔者”  

Celebrating Fatherhood                                     1 John 2:28-3:3 

庆祝父亲的身份                  约翰一书  2:28-3: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Our role as God’s children (1 John 2:28-3:3) 

 我们作为上帝子女的角色 （约翰一书  2:28-3:3） 

2. Our role as children (Eph 6:1-3)  

 我们为人子女的角色 （以弗所书  6:1-3） 

3. Our role as fathers (Eph 6:4; 1 Thess 2:11-12) 

 我们身为人父的角色（以弗所书 6:4；帖撒罗尼迦前书 2:11-12） 

4. Our role as wives & mothers (Gen 2:18) 

 我们为人妻母的角色 （创世记  2:18） 

5. Our role as a church (1 Tim 5:1) 

 教会的角色 （提摩太前书  5:1） 

Discussion Questions  讨论问题 

Begin by thanking God in prayer for all our fathers & all that God has 
done for us as our heavenly father.  

从为我们的父亲感恩祷告开始，并感谢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为我

们所做的一切。 

a. For everyone, 给每个人的问题： 

 i. Share a time when I felt forgotten & neglected. How did God 
assure me of His love? 

  请分享自己过去曾被忽略或遗忘的的时刻。上帝如何肯定祂对

我的爱？ 

 ii. Suggest 1-2 areas where I can work at to be more like my Fa-
ther in heaven. 

  我在哪些（1-2个）方面可以改进，使我更像我在天上的父。 

 iii. How can I be of practical help & support to the seniors & fa-
thers in my church? 

  我可以在哪些方面为教会中的年长和为人父亲者提供实际的帮

助和支援？ 

b. For children, 给孩子们的问题： 

 What are 1-2 things I can do to honour my father? 

 我能做哪些（1-2）事来荣耀我父亲？ 

c. For fathers, 给父亲们的问题： 

 What are 1-2 things I can do to help my children walk worthy of 
God? 

 我能做哪些（1-2件）事来帮助我的孩子的灵命成长？ 

d. For wives/mothers, 给妻子、母亲的问题： 

 What are 1-2 things I can do to help my husband to succeed as 
godly fathers? 

 我能做哪些（1-2件）事是来协助我的丈夫成为一个敬虔的父

亲？ 

 

Pray for your father & all the fathers in our midst,that the Lord will 
enable to be godly fathers.  

让我们为我们的父亲和在座的所有父亲祷告，求主帮助他们成为敬虔

的父亲。 



我的父亲回天家3周年纪念 

（10-7-2018至20-6-2021） 

     梁丽真姐妹 

今天是父亲节。感谢天父，让我有机会在这个特

别的日子，为我的父亲做见证。 

诗篇65:11上帝的话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

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是的，感谢主在爸爸一

生 的 岁 月 中 ， 的 确 充 满 上 帝 丰 富 的 恩 典 。 

      我的爸爸出生于一个华族传统的家庭，兄弟姐妹

众多。祖父母以耕种养猪为生。小时候读过两年书，之后他便工作帮

补家庭。 

年少的时候，他吃了很多苦，经历了许多艰难，但是上帝爱他，

赐他一位好妻子和他一起同甘共苦互相扶持。他一生虽为生活劳碌，

但上帝也赐他儿女子孙，让他能够享受天伦之乐，衣食无缺。更感谢

主的是，在爸爸晚年的时候，上帝赐他救恩，得称为上帝的儿女，得

着永远的生命。 

耶利米书1:5上帝的话又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 创造宇宙万物掌管生命的主。祂的作为

何其美妙！ 

因为我的祖母是一位乩童，家里供奉许多神像。但是这满天的神

佛却不能带给这个家庭平安。上帝借着发生的许多事后，把爸爸和妈

妈带出了这个困境，让他们自己组织家庭。从此，不再被偶像束缚。

虽然离开父母，爸爸仍然很孝顺他们，常常回去关心探望他们。爸爸

有了家庭孩子之后，同行和身边的朋友有很多染上赌博的恶习，感谢

主一直保守他能够洁身自爱，做个诚实正直的人。 

爸爸晚年时能够信主真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他小时候念过的圣贤

书，儒家孔孟思想在他的心里是根深蒂固的。他认为没有一套道德价

值观可以超越。所以在妈妈信主之后，爸爸每个主日陪妈妈去教会。

讲台的信息，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台上讲员在证道，台下他在打瞌

睡。但是感谢父神并没有放弃他，神的灵时时在他的心中动善工。他

慢慢地发现圣经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明白那是上帝要告诉世人的话

语，一切记载在里面的事迹都是真实可信的。爸爸信主之后常常对人

说，耶和华上帝是一位真神，祂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每当主日来临，他都欢欢喜喜和妈妈一起到圣殿敬拜。随着年岁

的增长，他的身体逐渐衰弱，出现许多病痛。尤其到末后几年，妈妈

回天家之后，爸爸就变得孤单软弱，常常思念妈妈。感谢主在他病痛

软弱时，教会的弟兄姐妹时常来访、关心与扶持，让他的心里得到许

多安慰与力量。 

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

了，必得上帝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天上永存的房屋。” 上帝宝贵的允

许是爸爸弥留之际的安慰与盼望。是的，感谢父神，我们每个人的身

体总有衰残的一天。但全能的父神向我们保证。祂会赐给我们一个永

远的、全新的身体。那是在天上永不衰残的。爸爸回天家之前的那段

日子，他的心虽然不舍亲人，但他却盼望与主相见。有时醒过来时，

还问我们为什么他还醒过来，还没有见到主？那段时间，他很喜欢听

神的话，也很喜欢听诗歌，尤其是那首“靠信心就得胜”。听后，他会不

停地反复念着“靠信心就得胜，荣耀之信心得胜，可以得胜世界。” 

在这特别的日子，我要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一样，都

能得着我们慈爱的天父所赐的信心，也得着祂的救恩，因为荣耀的信

心是可以得胜这个世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