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原地基督教生命堂 

主日聯合崇拜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七日下午一時半 

 

司會: 彭李蓉姊妹 
講員: 黃宋來牧師 
翻譯: 劉金蘭傳道 
司琴: 王馮瑛瑛姊妹 
司事: 黃王正芳姊妹 
司獻: 薛祝全弟兄 
清潔: 
 

陳耀根弟兄 
練戴秀群姊妹 

 

1 序樂 司琴 

2 宣召 詩篇 95:6-7. 司會 

3 頌讚詩 #501 眾立 

4 祈禱 司會 

5 讀經 詩篇 119:57-72  司會 

6 唱詩 #37 眾立 

7 報告  司會 

8 獻唱 #130 成人詩班 

9 禱告時間  黃宋來牧師 

10 證道  黃宋來牧師 

 
 

 
 

基督耶穌祷告的生活 
馬可福音 1:32-39 

 
 

11 回應詩 #323 眾立 

12 奉獻 司獻 



13 祈禱 眾立 

14 三一頌 眾立 

15 祝福 黃宋來牧師 

16 阿們頌 眾立 

17 殿樂 司琴 

BACK B 

報 告 事 項 

1. 聚會前請將手機關機或是轉

為振動，以避免影響聚會進

行。 

2. 今日崇拜後有聚餐,歡迎大

家留步同享美好團契. 

3. 明晚八時於凌秀菁姊妹府上

舉行查經聚會, 歡迎弟兄姊

妹踴躍參加. 

4. 本週三晚八時於楊孫錦雲姊

妹府上舉行查經禱告會,歡迎

弟兄姊妹踴躍參加（弟兄姊

妹若有代禱事項請聯絡黃牧



師）. 

5. 下週為敬老主日,本會將於下

主日下午一時半舉行中英文

聯合崇拜,崇拜後有聚餐,弟

兄姊妹若方便請攜帶一菜分 

6. 上主日中英文聯合崇拜奉獻: 

$ 1636.00. 

BACK B 
   

Announcements 

1. 請為中英文崇拜講員、司 

會、司琴、司獻和翻譯代禱。 

2. 請為成人詩班、青年詩班、 

兒童詩班成員身心靈代禱。 

3. 請為周一晚餐館查經聚會代 

禱. 

4. 請為週三晚查經禱告會代 



禱，求主興起更多禱告同 

伴。 

5. 請為週五晚青少年團契代 

禱. 

6. 請為週六晚錫安團契代禱。 

7. 請為身體軟弱的肢體禱告： 

譚淑雲姊妹、鄧中慶弟兄、 

凌偉歡弟兄、練凌秀梅姊 

妹、凌秀嫻姊妹,薛李慧娟伯 

母、馮韋郁珠伯母、練育芸 

姊妹(Tiffany), 陸煒麗姊妹. 

 BACK B 
This week’s Bible verse 

本 週 金 
 

神  說了一次,兩次, 我都聽 
見, 就是能力都屬乎  神. 主 
阿!慈愛也是屬乎祢, 因為祢 
照著各人所行的報應他.  
         ----詩篇: 62:11-12..                                                                                                                                                           

BACK A 
000 主在祂的聖殿中 

  

上主今在祂的聖会中， 

上主今在祂的聖会中， 



萬國的人當肅靜， 

萬國的人在主前當肅靜， 

當肅靜，在主前，應當肅靜。 

  阿門。 

BACK A 

诗篇 (Psalm) 95:6, 7 

95:6 來啊，我們要屈身敬拜，

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下 。 

95:7 因為祂是我們的神；我們

是祂草場的羊，是祂手下的

民。惟願你們今天聽祂的話 ： 

BACK A 
#501 至高真神 

== 1/1 == 
我要向祢稱謝， 

哦，主，在萬民當中。 

我要讚美祢的名 

在列邦之中。 

祢的慈愛不改變， 

慈愛高過諸天， 

祢的信實， 

祢的信實達到穹蒼。 

至高真神，哦，主， 



我願尊崇祢。 

祢的榮耀與崇高高過天地。 

至高真神，哦，主， 

我願尊崇祢。 

祢的榮耀與崇高高過天地。 
BACK B 

诗篇 (Psalm) 119:57-72 

119:57 耶和華是我的福分。 
我曾說、我要遵守你的言語。 
119:58 我一心求過你的恩． 
願你照你的話憐憫我。 
119:59 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 
轉步歸向你的法度。 
119:60 我急忙遵守你的命 
令、並不遲延。 
119:61 惡人的繩索纏繞我．我 
卻沒有忘記你的律法。 
119:62 我因你公義的典章、半 
夜必起來稱謝你。 
119:63 凡敬畏你、守你訓詞的 
人、我都與他作伴。 
119:64 耶和華阿、你的慈愛遍 
滿大地．求你將你的律例教訓 
我。 
119:65 耶和華阿、你向來是照 
你的話善待僕人。 



119:66 求你將精明和知識賜 
給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 
119:67 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 
路．現在卻遵守你的話。 
119:68 你本為善、所行的也 
善．求你將你的律例教訓我。 
119:69 驕傲人編造謊言攻擊 
我．我卻要一心守你的訓詞。 
119:70 他們心蒙脂油．我卻喜 
愛你的律法。 
119:71 我受苦是與我有益、為 
要使我學習你的律例。 
119:72 你口中的訓言、〔或作律 
法〕與我有益、勝於千萬的金 
銀。 

BACK B 

#37 我靈鎮靜 

== 1/3 == 
 

我靈鎮靜！上主今在你旁， 

憂痛十架你要忍耐擔當； 

信靠天父為你安排主張， 

萬變之中惟主信實永長。 

我靈鎮靜，天友最是善良， 



經過荊棘引到歡樂地方。 

== 2/3 == 
 

我靈鎮靜！一切主必擔當， 

未來引導仍像過去一樣； 

莫讓何事動搖希望信仰， 

目前奧祕日後必成光明。 

我靈鎮靜，風浪依舊聽命， 

救主當年所發吩咐之聲。 

== 3/3 == 
 

我靈鎮靜！光陰如飛過去， 

那日與主永遠同在一處； 

失望憂驚那日都要消除， 

重享真愛忘記一切愁煩。 

我靈鎮靜，那日眼淚抹乾， 

將來歡聚大家永享平安。 

BACK D 
#130救贖大愛 

== 1/2 == 
 

 

自高天降生到馬槽， 



原為富足咸貧窮， 

聖嬰孩是神愛子，耶穌基督； 

原住在美麗的青天， 

今卻以乾草為床， 

耶穌來，是為你我將生命捨。 

救贖大愛，這愛直存到萬代； 

救贖大愛，這愛無窮無限； 

我靈歌唱，直唱到千萬年代。 

我俯伏敬拜至高無比的愛。  

== 2/2 == 
 

 

來自至高慈愛父神， 

降到世上無人知， 

憂傷人于是耶穌，基督我主； 

迷失中主將我尋著， 

主人愛改變了我， 

聖嬰孩耶穌是我生命的主。 

救贖大愛，這愛直存到萬代； 

救贖大愛，這愛無窮無限； 

我靈歌唱，直唱到千萬年代。 

我俯伏敬拜至高無比的愛。  
BACK D 

基督耶穌祷告的生活  

馬可福音 1:32-39 

1:32 天晚日落的時候、有人帶

著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來



到耶穌跟前。 

1:33 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門前。 

1:34 耶穌治好了許多害各樣病

的人、又趕出許多鬼、不許鬼說

話、因為鬼認識他。 

1:35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

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

在那裡禱告。 

1:36 西門和同伴追了他去。 

1:37 遇見了就對他說、眾人都

找你。 

1:38 耶穌對他們說、我們可以

往別處去、到鄰近的鄉村、我也

好在那裡傳道．因為我是為這事

出來的。 

1:39 於是在加利利全地、進了

會堂、傳道趕鬼。 
BACK D 

#323凡事人定能成就(X2)  
== 1/2 == 

 

凡事必定能成就， 

只要全心信靠主； 

凡事必定能成就， 

只要信靠祂應許。 



請聽主的聲音對你說： 

“在我何曾有難成的事？” 

你當專心依賴救主， 

信靠祂的應許， 

因為世上所有的事， 

所有的事， 

祂必定能成就！ 

== 2/2 == 
 

凡事必定能成就， 

只要全心信靠主； 

凡事必定能成就， 

只要信靠祂應許。 

請聽主的聲音對你說： 

“在我何曾有難成的事？” 

你當專心依賴救主， 

信靠祂的應許， 

因為世上所有的事， 

所有的事， 

祂必定能成就！ 
BACK E 

#256 三一頌 

讃美真神萬福之根； 

世上萬民讃美主恩； 



天使天軍讃美主名； 

讃美聖父, 聖子, 聖靈 

  阿門。   

BACK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