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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 26日，早上 9点正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 
2 你们当乐意事奉耶和华，当来向祂歌唱！ 

3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 

我们是祂造的，也是属祂的； 

我们是祂的民，也是祂草场的羊。 
4 当称谢进入祂的门； 

 当赞美进入祂的院。 

当感谢祂，称颂祂的名！ 
5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 

 祂的慈爱存到永远； 

 祂的信实直到万代。 
 

（诗篇 100：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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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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5 司会 

赞美诗 祢真伟大（赞 23） 众立 

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感谢祢赐予我们的救赎， 

感谢祢赋予生命的意义， 

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 

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灵粮。 

感谢祢的爱激励我们， 

让我们更认识经历祢。 

祢是爱也是生命的源头， 

祢也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们要在祢的恩典里成长。 

愿祢至尊至圣的名被称颂！ 

感谢，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认罪祷告 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诗篇 121:7-8） 

敬拜赞美   

公祷   

奉献祷告  

将你最好的献给主（赞 396）   

 

 三一颂 众立 

家事报告  司会 

读经 马可福音 14:32-42  

 这是上帝的话语 读经者 

 感谢上帝 会众 

证道 客西马尼园 尤秋松牧师 

回应诗歌 重担脱下在各各他（赞 222） 会众 

祝福   尤秋松牧师 

阿们颂  会众 

 默祷、平安散会！  

 



 

题目：客西马尼园    

经文：马可福音 14:32-42  (太 26:36-46；路 22:39-46) 

 

 

引言： 

 

耶稣带同与祂最亲密的 3 位门徒，在极大的属灵压力下祈祷。 

此刻的祈祷正表明那是何等艰难的任务（路十二 50）。 

 

 

 

一. 园中伤痛 (32-36) 

 

1. 只带三人 

 

2. 惊恐难过 

 

3. 只遵父意 

 

 

 

二. 儆醒祷告 (37-42) 

 

1. 心灵愿意 

 

2. 三次提醒 

 

 

 

结论： 

 

1. 我们如何面对人生中最痛苦的日子? 

 

2. 祷告不是一味要求神, 而是顺从符合神旨意的祷告。 

 



主 日 崇 拜 事 奉 表 

日期 26/6 3/7（圣餐） 10/7 

讲员 尤秋松牧师 尤秋松牧师 尤秋松牧师 

领会 陈奕明弟兄 何金燕姐妹 曾兴华弟兄 

读经 梁家俊弟兄 许甄妮姐妹 梁家俊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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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薇婷姐妹 王汉波弟兄 林梅花姐妹 

 

   敬请弟兄姐妹选择一个小组聚会     

小 

组 
日期 时间 地点 组长 见习 

小 

组 
日期 时间 地点 组长 见习 

CH1 四, 9.30am 教会 何金燕 陈亚娇 CH7 四, 8pm 教会 陈奕明 王玉玲 

CH2 三, 10am 教会 吴紫珊 吴惠香 CH8 一, 8pm 教会 梁家俊 陈金菱 

CH3 三, 10am 教会 熊爱莲 谭玉莲 CH9 日, 11am 教会 方玉玲 王汉波 

CH4 四, 9.30am 教会 李泓章 
黄庆坤 

梁瑞美 
CH10 三, 8.30am 住家 李佩丽 -- 

CH5 五, 9.30am 教会 黄凤娟 吴秀群 CH11 日, 11am 教会 何金燕 -- 

CH6 三, 8pm 住家 钟月兰 尹慧芝 CH12 六, 5pm 教会 王汉波 吴国锋 

 

 

家 事 报 告 

 

1) 从 6 月 1 日开始 教会开放实体崇拜，无论有否接种疫苗者，都欢迎参加； 

但在殿内敬拜时必须戴口罩😷，手部消毒 及 避免握手。 
 

 若您的身体不适、发烧、咳嗽、喉咙痛、流鼻涕、呼吸困难，或是 MySejahtera

显示您处于高风险状态。请参加同时同步进行的线上 ZOOM 崇拜。 
 

2) 主日崇拜后 11.30 a.m. 英语主日学将使用 KMH 聚会。 
 

3) 教会允许崇拜之后在旷场 Concourse 进行团契，并提供自助咖啡及饼干。除了吃

喝允许摘口罩外，请戴上口罩，同时帮忙清理餐桌。 
 

4) 各小组能够在教会进行聚会，若要团契，餐饮以独立包装为佳，暂时不能进行自

由餐。请组长向慧芝预定您聚会的时间与地点。 
 

主日崇拜后，小组能够使用 CR1, CR2 & CR7 进行聚会。 
 

5) 青少年小组（CH12）聚会，星期六（9/7）@ KMH @ 5 p.m. - 6.30 p.m. 
 

6) 「7 月~9 月的主日崇拜事奉表」已经贴在布告栏，敬请事奉的弟兄姐妹查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