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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祂听了我恳求的声音。 
7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倚靠祂就得帮助。 

所以我心中欢乐， 

我必用诗歌颂赞祂。 
 

 

（诗篇 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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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 拜 认 识 神，祷 告 亲 近 神  
 
 

序乐 上主在祂圣殿中   众唱 

宣召 诗篇 28:6-7 司会 

赞美诗 主爱浩大（赞 7） 众立 

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祢是荣耀丰盛的主， 

万民都要来敬拜祢。 

感谢祢拣选救赎了我们， 

保守我们在祢的恩典中。 

感谢祢赐我们尊贵的身份， 

使我们成为祢名下的儿女， 

作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 

并指示我们活出生命之道， 

能够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祢。 

感谢，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认罪祷告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诗篇 100:5） 

 

敬拜赞美  领诗 

公祷   

奉献祷告  

凭你意行（赞 409）   

 

 三一颂 众立 

家事报告  司会 

读经 马可福音 1:1-11  

 这是上帝的话语 读经者 

 感谢上帝 会众 

证道 凯旋进城  尤秋松牧师 

回应诗歌 信靠耶稣何等甜蜜（赞 219）  会众 

祝福   尤秋松牧师 

阿们颂  会众 

   

 默祷、平安散会！  

 



 

题目：  凯旋进城  

经文： 马可福音 11:1-11 （太 21:1-9；路 19:28-38; 约 12:12-19) 

 

 

引言： 

 

耶稣到达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到被钉十字架前一周的事情。(11:1-15:47) 

 

 

 

 

一. 主骑驴驹 （1-6） 

 

1. 骑上驴驹 （亚 9:9） 

2. 公开进城 

 

 

 

二. 人群欢呼 （7-10） 

 

1. 和散那! 

2.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3. 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 

4. 高高在上和散那！ 

 

 

 

三. 进入圣殿（11） 

 

 

 

 

结论：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 10:10） 



  主 日 崇 拜 事 奉 表  

日期   23/1 30/1 6/2（圣餐） 

讲员 尤秋松牧师 邝裕章弟兄 尤秋松牧师 

领会 何金燕姐妹 陈奕明弟兄 何金燕姐妹 

读经 郑爱兰姐妹 梁家俊弟兄 许甄妮姐妹 

领诗 王玉玲姐妹 王玉玲姐妹 王玉玲姐妹 

司琴 莫嘉敏姐妹 莫嘉敏姐妹 莫嘉敏姐妹 

献花 王珍娜姐妹 王汉波弟兄 梁丽婵姐妹 

 

  

家 事 报 告 ： 
 

1) 教会正式开放实体主日崇拜，参加者必须报名， 

请向组长、慧芝姐妹 或 致电教会报名。参加者家庭可以一起坐。 
 

参加者必须遵守 SOP： 

* 带口罩         * 测温度       * 扫描 MySejahtera    

* 维持 1 米距离   * 使用洗手液   * 完成接种两剂疫苗 
 

 12 岁以下的孩童，父母可携带，但不鼓励。 

 未完成接种两剂疫苗者，不能参加！ 
 

未能出席实体崇拜者，可以使用 Zoom 参加崇拜。 
 

2) 教会正式开放实体聚会，若要在教会进行小组聚会，请向慧芝登记。 
 

3) 「洗礼班」定于 2 月 6 日（日）@ 11am @ CR3 举行。 

凡有意受洗 或 转会籍的弟兄姐妹，敬请向尤牧师报名参加，并把您的姓名和

联络填在布告栏的报名表格，谢谢！ 

「圣洗礼」定于 4 月 17 日。 
 

4) 定于 2 月 11 日（五）晚上 8.00 p.m. @ KMH 举行「新年大团拜」；参加者必须

遵守 SOP；只接受会友报名，不接受临时报名，座位有限，请于 10/2 前向您的

小组组长报名。 
 

5) 「LPL 课程：讲道学」将于 2 月 19-20 日（六, 8am-6.30pm & 日, 12.30pm-5pm）

举行，讲师：尤秋松牧师。费用：RM30；请向慧芝报名  或  点击此 link: 

https://forms.gle/HmDwnmWHB639LNsg6  
 

6) 「2022 年委身奉献表」已经放在 KMH 的橱柜上，弟兄姐妹可以自由索取。 
 

7) 有关奉献，您可以汇款到教会： Canning Garden Methodist Church CA No 2 

Ambank 218-201-200487-4 

* 请注明您的奉献是：Pledges/Tithe，Missions，Thanksgiving 或其他。 

* 汇款后，请 WhatsApp 您的姓名 & bank in slip 至 012-7135377 通知，谢谢！ 

 

https://forms.gle/HmDwnmWHB639LNsg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