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崇拜第二十二期 29.05.22

耶和华作王！愿地快
乐！愿众海岛欢喜！
密云和幽暗在他四
围，公义和公平是他
宝座的根基。
义人哪，你们当靠耶
和华欢喜，当颂扬他
神圣的名字。
诗篇 97 篇 1 至 2，12 节

粤语主日崇拜
二零二二年五月廿九日上午十一时正
升天主日
** 线上崇拜
宣道：林建隆牧师

主席：李澄旸弟兄 读经：古慧聪姊妹
扬声赞美

序乐
宣召：
歌颂赞美：

**

祷告敬拜

牧祷：

诗篇 97 篇 1 至 2，12 节
《大哉圣名歌》
《新的异象 新的方向》
简文石牧师

启应经文：

聆听主话 扎根真道
启示录 2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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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文：
宣道：
回应诗：
奉献:

约翰福音 17：20-26
「耶稣为所有信徒祷告」
奉献委身 家事关怀
《幽谷中的盼望》
《三一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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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

默祷散会

主赐平安

启应经文
启示录 22:12-17（和合本修订版）
启：
应：

“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每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
开始，我是终结。”

启：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他们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从门进城。
城外有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以及
所有喜爱和行虚谎的人。

应：
启：

“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了众教会向你们证明这些事。
我是大卫的根，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

同声： 圣灵和新娘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要说：“来！”口渴
的人也要来，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宣道
讲题：耶稣为所有信徒祷告
经文：约翰福音 17：20-26（和合本修订版）
20“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藉着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
21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
我们里面，好让世人信是你差我来的。
22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
为一。
23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让世人知
道是你差我来的，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24 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使他们看见你
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世以前，你已经爱我了。
25 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是你差
我来的。
26 我已让他们认识你的名，还要让他们认识，好让你爱我的爱在他们
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教牧的话
家庭的重要性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 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
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 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
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
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申命记 6:4-9）
在过去的两周里，我们注目在要明白神设立婚姻和家庭的重要性，今天
我们从申命记第 6 章中看到，家庭是神的律法和规则被教导并代代传承
的单位。特别是父亲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家庭的属灵的支柱，他们要
了解上帝的话语，并能将其传授给孩子们。父亲和母亲为他们的孩子树
立榜样，让他们看到什么是有信仰的男人和女人，能成为委身于基督的
门徒。因此，最重要的是，家庭连结要坚固，关系要健康，以至于家庭
成员之间的沟通是畅通的、充满了爱。当我们一起爱主耶稣基督时，虔
诚的家庭就产生了。敬虔的家庭可以成为正处在家庭问题挣扎的那些人
的希望明灯，找到已被上帝委托在其中的解决之道。 “24 节：耶和华
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 神，使我们常得
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 25 节：我们若照耶和华－
我们 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申命记
6:24-25）
论到家庭。家庭单位构成了社会的基石。每个家庭越坚固、越健康，对
整个社会就越好。我们感谢上帝，今年的重点是家庭，因为政府已经这
样指定。2022 年庆祝家庭年--3 月启动，6 月 5 日至 12 日是全国家庭
周。同样令人振奋的是，在 4 月 26 日，"加强婚姻和家庭关系行动联盟
"发起了新加坡（SG）家庭承诺。这个宣誓应该会对我们这群珍惜家庭
并愿意努力改善亲人之间的关系的人产生共鸣。
"我宣誓并承诺通过以下方式强化我的家庭连结：
互相倾听
为彼此空出时间
表现出对彼此的爱、关心和关注
互相尊重，尤其是在处理我们的分歧时
欣赏和肯定我们的家庭成员
在顺境和逆境中相互支持。
林尚莹传道

教会代祷事项
世界
 斯里兰卡--经济危机不断恶化，在政治动乱之后，平民和当局发生
了致命的暴力。祈求神的怜悯和介入，使这个岛屿能够恢复和平。


美国--最近在一家超市、一个教堂发生的无谓的枪支暴力事件和其
他仇恨犯罪行为，引起了不同种族社区的恐惧和猜疑。我们祷告在
受影响社区之中有神的医治和关系的修复。

新加坡
 社区病例已被确认为感染了 BA.4 和 BA.5 Omicron 变种。欧洲疾病
预防和控制中心最近将它们列为关注的变种。在我们国家将 COVID19 视为流行病时，请祷告我们的社会能够继续保持警惕并实践社会
责任。


李显龙总理宣布，新加坡的内阁改组可能在 6 月初进行。祈祷神的
智慧和引导临到李总理，将合适的人安排到每个关键的职位上。

教会
 随着限制的解除和教会实体敬拜的恢复，求主使基督徒能够珍惜团
体敬拜，以及看重支肢面对面的重要性。但愿每间教会都有信徒欢
喜唱诗，衷心的敬拜赞美神。


为感恩堂从 6 月起恢复所有会友每周一次的实体崇拜来祷告，愿所
有集会都顺畅有效率。愿我们在欢乐的期待和带着热忱来迎接这个
改变。

感恩家讯
1. 实体崇拜
从 6 月 5 日起，各个语音崇拜将恢复每主日崇拜。
时间
崇拜
地点
上午 9 时
英语崇拜
3 楼圣殿
儿童崇拜
5 楼儿童天地
华语崇拜
6 楼崇拜厅
上午 10 时
青少年崇拜
7 楼崇拜厅
上午 11 时
粤语崇拜
3 楼圣殿
下午 1 时 30 分
青年崇拜
6 楼崇拜厅

2. 感恩家庭日
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主日）
时间：早上 10 时半至下午 2 时半
这是全教会恢复每主日实体崇拜的首个主日，当天在一楼停车
场处设有多个摊位售卖食物，另外在各楼层均设有遊戏摊位。
请弟兄姐妹在崇拜之后留步一同参加家庭日，共享团契、美食
及遊戏，欢渡“假日游轮”美好时光。
渴望有美好的家庭体验？想念与教会家人们同欢共乐的时光？
欢迎参加 6 月 5 日举办的感恩堂家庭日--假日邮轮版! 这将是
在奎因街 1 号的度假之旅！我们将为所有人提供食物、欢乐与
团契。
与你的家人或朋友穿上以“假日游轮”为主题的服饰，来参加
各种游戏竞賽，赢取奖品! 我们将于上午 10 点 30 分启航，下
午 2 点 30 分结束行程。请保留日期，准备与家人共度美好的
时光吧!
有鉴于本次活动的预算人数可能超过 500 人，我们需遵照规
定，在当天实施疫苗接种差异化安全措施，在各聚会崇拜的门
前检查 TraceTogether/ SafeEntry 疫苗记录。
由于崇拜聚会人数不会超过 500 人，欢迎大家参加敬拜。但由
于中午 12 点至下午 1 点的高峰时段，嘉年华活动的人数可能
超越 500 人，因此很遗憾我们无法接待 12 岁以上未接种疫苗
的人士。敬请原谅。

3. 关于感恩堂主日崇拜
 从 2022 年 4 月 26 日起，主日崇拜和其他需戴口罩的宗教活动
（实体主日学、细胞小组聚会、事工会议、祷告会等）不再实
行疫苗接种差异化的安全管理措施，但人数超过 500 人的活动
除外。
 在教堂内，每个教会会友必须一直戴着口罩。
 戴着口罩唱歌是允许的。
 人与人之间无需保持安全距离。
 教会 1 楼的中间木门及停车场铁门，将会从周二至主日，上午
9 时至下午 6 时开放。
 若要用餐，只能在指定的地点享用，如：6 楼团契室，1 楼停
车场饮食区，附加特别指示*。
 在崇拜厅，只能喝白开水。
* 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请联系教会办公室。
4. 2023 年小学入学报名
若会友要为子女报读卫理公会的小学，请于 6 月 30 日之前将你
本人的姓名及身份证号码，还有子女姓名、出生证号码及出生日
期电邮致 bickyee@kumyan.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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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圣餐主日 （实体崇拜）
讲 员：简文石牧师
3. 6 月份开始停止崇拜直播的通知
由于教会将在 6 月开始恢复每周主日实体崇拜，教会的崇拜直播将
停止。鼓励弟兄姐妹一起回到教会参加崇拜，同心敬拜赞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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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使用以上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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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ho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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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