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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地都要向耶和华
欢呼，要扬声，欢
唱，歌颂！用琴歌
颂耶和华，用琴和
诗歌的声音歌颂
他！用号筒和角
声，在大君王耶和
华面前欢呼！
诗篇 98 篇 4 至 6 节

粤语圣餐主日崇拜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廿一日上午十一时正
**圣乐主日
宣道：郭鹭珠传道

实体+线上直播崇拜**

主席：邓志儿姊妹
扬声赞美

序乐
宣召：
歌颂赞美：
祷告：

读经：罗妙贞姊妹

祷告敬拜

诗篇 98 篇 4 至 6 节
《荣耀归於真神》
《你信实何广大》
梁丽英姊妹
聆听主话

扎根真道

*认识上帝经文：
*荣耀颂及使徒信经：
经文：
诗篇 145:1-13；歌罗西书 3:16-17
宣道：
「荣耀是主圣名」
奉献委身
回应诗：
分享：
圣餐：
奉献:

家事关怀

《荣耀是主圣名》
圣乐主日报告

*预备电子奉献，或回教会后一起奉献*

报告
祝福：
*诗歌：
殿乐

简文石牧师
《祝福颂》
默祷散会

主赐平安

宣道
讲题：荣耀是主圣名
经文：诗篇 145:1-13；歌罗西书 3:16-17（和合本修订版）
诗篇 145:1-13
1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
名！
2 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
3 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
4 这一代要对那一代颂赞你的作为，他们要传扬你的大能。
5 他们要述说你威严荣耀的尊荣，我要默念你奇妙的作为。
6 人要传讲你可畏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伟大。
7 他们要将你可记念的大恩传开，并要高唱你的公义。
8 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
9 耶和华善待万有，他的怜悯覆庇他一切所造的。
10 耶和华啊，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民也要称颂
你。
11 他们要传讲你国度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
12 好让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和你国度威严的荣耀。
13 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耶和华一切
的话信实可靠，他一切的作为都有慈爱。
歌罗西书 3:16-17
16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
篇、赞美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以感恩的心歌
颂上帝。
17 你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
着他感谢父上帝。

教牧的话
《降临期》（Advent）
圣诞节前 4 周被称为“降临期”，又称为“将临期”。今年的降临期是
从 28/11/2021 至 24/12/2021。基督徒该如何庆祝基督的降生？如何
预备迎接救主的再来呢？
当然读经、灵修、诗歌敬拜、默想、传福音、祷告会、具节期特色的崇
拜等都可以帮助 我们更有意义地庆祝圣诞节和警醒等候。更重要的是
要在主里察看自己的心是否已预备好迎接基督的到来。
今年感恩堂的教牧们在降临期为大家预备了一份《他们寻找救赎》的灵
修材料；此灵修材料从 29/11/2021 开始，到 27/12/2021 结束。日期与
降临期有稍微的不同，是因为这份材料内容篇幅的关系。
弟兄姐妹，期盼在长期对抗冠病疫情的氛围中，此份默想灵修材料可以
带领你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有意义地庆祝圣诞节，并预备自己心迎接
基督的再来。你将会收到电子版的灵修资料。印刷版会按着需求提供。
刘宝仁传道

教会代祷事项
国际
1. 记念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因暴雨引发水灾土崩的灾民和救援工
作祷告。
2. 求主怜悯各国因着全球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影响。
3. 为世界各地神的子民祷告，让他们大胆地向迷失的人、卑微的人和
被遗弃的人宣扬福音，让福音早日传遍世界。求主复兴教会的宣教
工作。
新加坡
1. 当新加坡执行新马疫苗接种者旅游通行政策可以有效启动国家的发
展。
2. 我国政府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祷告。求主赐聪明智慧来拟定各种有
效的政策。尤其是儿童打疫苗的事件。
3. 为新加坡的各行各业祷告，特别记念航空业在旅游通行政策下可以
慢慢复苏。
感恩堂
1. 全体弟兄姐妹可以渡过有意义的《将临期》；积极地使用教会提供
的将临期灵修阅读资料，在反思默想中与神相遇。
2. 各语言崇拜群体可以合一地完成神赋予感恩堂的命定，复兴感恩
堂。
3. 为所有小组祷告，特别祝福组长们在带领小组过程，经历圣灵的带
领和神迹奇事伴随见证神的同在和大能。

感恩家讯
1. 新加坡基督教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 -第四十六届议会
感谢上帝！第四十六届年议会于 11 月 15 至 18 日顺利进行了。这
议会是在卫理公会天恩堂举行，通过 Zoom 现场直播。
年会委任
委任至卫理公会感恩堂的牧师保持不变。林建隆牧师被委任为本堂
主理牧师，及简文石牧师被委任为本堂协理牧师。陈勇畅传道则被
委任为本堂实习传道。
2. 基督将临节灵修指南
主题：“他们寻找救赎”
在这将临期间（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4 日），让我们专心仰望主。我
们准备了一本灵修指南，名为“他们寻找救赎”。在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7 日，提供你阅读与反思。这电子版的灵修资料将会通过小组
或广播网发送给你，如果你需要印刷版的，请向组长或教牧报名索
取。
3. 【For unto us a child is born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感恩堂圣诞联合崇拜
2021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10 时，实体，Zoom 和 YouTube 现场直播
这是一个外展的双语（华、英）崇拜，很好的机会让你邀请亲戚朋友
来听福音。将以实体进行，通过 Zoom 和 YouTube 现场直播。
4. 【For unto us a child is born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打开话题的小礼物
为你准备了一个信用卡式的洗手液，送给那些你要邀请来参与 12 月
19 日联合崇拜的朋友。使用这礼物祝福你的朋友，并与他分享圣诞
节的意义，现在开始为你要邀请的朋友祷告。你可从 12 月 5 日开始
领取此洗手液。这个贴纸是由华语崇拜的郑慧贤姐妹设计的。

粤语崇拜消息
1.欢迎
欢迎主内弟兄姐妹及朋友一起同心敬拜上帝。特别欢迎第一次在我们
当中参与崇拜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愿天父的慈爱和公义继续引领祝福。
2. 下周主日(圣经公会主日) （线上崇拜）
讲 员：陈业伟牧师
3. 2021 年 12 月 5 日粤语实体圣餐崇拜，详情
时间：上午 11 时
地点：感恩堂二、三楼圣殿
报名：请向张达德 93367293; 简师母 98246055 报名
圣餐崇拜的人数：100 人
所有参加实体崇拜者，需在崇拜前 14 天完成接种第二剂疫苗；或作
活动前检测（ART)。
请携带手机或合力追踪器，便于登记时出示接种疫苗证明；您也可
以出示活动前检测(ART)报告，否则将不被允许进入教会参加崇拜。
请务必携带有效证明或检测报告！
截止日期：11 月 30 日
11 月份实体圣餐崇拜将同时以 YouTube 进行直播。
4. 丰彩庭线上 Zoom 聚会
将临期的意义
讲员：陈紫君姐妹
日期：2021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四）
时间：上午 10 时半至 12 时
内容：诗歌, 短片及小组分享
请向谭素梅姊妹 93405838 报名
5. 粤语崇拜线上祈祷会
日期/时间： 11 月 28 日/上午 9 时
鼓励弟兄姐妹参加每个月的祈祷会，让我们同心为世界、国家、教会
祷告，若您有什么代祷的需要，请与教牧联系，我们也一同特别为您
祷告。同时也希望透过线上祈祷会与大家互相问候，彼此鼓励。教会
将在祈祷会前一天（27 日）发出网站连线，请在 28 日上午 9 点前,
点击连接网站，即可上线参加祷告会。

请注意:
1） 通过 PayNow 奉献 (UEN S87CC0539B)
1. 登入银行运用程序, 扫描二维码或输入 UEN 号
2. 输入所要奉献的数额.
3. 在“UEN/Bill Reference No.”，注明：
姓名 - 粤语(C) -种类(奉献–O, 什一–T,感恩–TG,宣教-M)
例子： May-C-T500,TG100
由于空格有限，请使用以下的代号
2） 通过银行户口

Bank Name: DBS Bank
Account Name: Kum Yan Methodist Church
Account No: 033-002463-0

电邮以下资料给 joanna@kumyan.org.sg
a)姓名/代名 b)所属崇拜 c)项目 (奉献、什一、感恩或宣教)
*注：您在转账时输入的资料不会显示在我方的银行账单上
3） 其他方式奉献
请把献金存起，待回到教会后一起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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