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原地基督教生命堂 

主日聯合崇拜 
Christian Evangelical Mission Church 

in Highland Park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四日下午一時半 

Jan. 14, 2018,1:30 PM 

司會:  練戴秀群姊妹 
講員: 黃 宋 來牧師 
翻譯: 黃劉金蘭師母 
司琴:  王馮韺韺姊妹 
司事: 王盧碧玲姊妹 
司獻:   黃  明  弟兄 
清潔: 凌 秀 嫻姊妹 
清潔: 練黃秋蓮姊妹 

 

1 序樂 司琴 

2 
 
宣召 
 

詩篇 Psalm 
95:6-7. 

司會 
 

3 頌讚詩 #206 眾立 

4 祈 禱 司會 

5 
 
讀經 
 

詩篇 123篇 
Psalm 123  

司會 
 

6 唱 詩 #347 眾坐 

7 報 告  司會 

8 獻 唱 #42 成人詩班 

9 
 

證 道 黃宋來牧師 

列王記上 18章 1 - 15 节 

10 回應詩 #411 眾立 

11 奉 獻 司獻 

12 祈 禱  眾立 

13 三一頌  眾立 

14 祝 禱 黃宋來牧師 

15 阿們頌  眾立 

16 默 禱  眾坐 

BACK 
下週輪值 

司會:  彭 李 蓉姊妹 
講員: 黃 宋 來牧師 
翻譯: 薛芬妮姊妹 
司琴:  王馮韺韺姊妹 
司事: 凌 秀 菁姊妹 
司獻:   張 譽 山弟兄 
清潔: 陳譚瓊珍姊妹 
清潔: 張 譽 山弟兄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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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崇拜後有茶點，歡迎大家留步

同享美好團契。 

3. 明晚八時瑜練蔡嬌伯母府上舉行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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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行查經聚會,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弟兄姊妹若有任何代禱事項請聯絡黃

牧師). 

5. 下週六(01/27/2018)晚七時半於彭熙

鈞伉儷府上舉行錫安團契,歡迎弟兄姊

妹邀約親友踴躍參加（方便者請攜帶

一菜分享）. 

6. 下主日下午一時半舉行中英聯合崇

拜,請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7.  12/31/17主日中英文聯合崇拜奉

獻: $ 863.00.上主日中英文聯合崇拜奉

獻:$ 1376.00.建堂基金:$ 274.00. 

BACK 

#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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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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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ACKA 

#206 何等奇妙的救主 

==== 1/4 ==== 

基督已經完成救贖,  

何等奇妙的救主! 

我們罪價祂已代付,  

何等奇妙的救主! 

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穌, 

主耶穌! 

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穌, 

我主! 

==== 2/4 ==== 

我讚美祂因祂流血,  

何等奇妙的救主! 

與神和好蒙祂喜悅,  



何等奇妙的救主! 

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穌, 

主耶穌! 

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穌, 

我主! 

==== 3/4 ==== 

祂潔淨我所有罪孽,  

何等奇妙的救主! 

在我心裡統治一切,  

何等奇妙的救主! 

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穌, 

主耶穌! 

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穌, 

我主! 

==== 4/4 ==== 

祂賜給我得勝權能,  

何等奇妙的救主! 

每遇戰爭都得全勝,  

何等奇妙的救主! 

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穌, 

主耶穌! 

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穌, 

我主! 

BACKB 

詩篇 123章 

123:1 〔上行之詩。〕坐在天上

的主阿、我向你舉目。 

123:2 看哪、僕人的眼睛怎樣望

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樣望主

母的手、我們的眼睛也照樣望耶

和華我們的 神、直到他憐憫我

們。 

123:3 耶和華阿、求你憐憫我

們、憐憫我們．因為我們被藐

視、已到極處。 

123:4 我們被那些安逸人的譏

誚、和驕傲人的藐視、已到極

處。 

BACKC 



#347 求主指示祢的道路 

==== 1/4 ==== 

主啊，求祢指示，祢的道路！ 

指示我，帶領我，走祢道路！ 

使我行在正路，憑信仰望我主， 

恩光引導指示祢的道路！ 

==== 2/4 ==== 

當我憂愁滿懷，喜樂毫無， 

求主指示我走祢的道路！ 

當我寂寞困苦，不知未來前途， 

求主向我指示祢的道路！ 

==== 3/4 ==== 

黑雲滿佈天空，心裏驚恐， 

恩主，求祢指示，祢的道路！ 

不論風雨陰晴，道路是突或平， 

求主指示我走祢的道路！ 

==== 4/4 ==== 

在世生命結束，天家見主， 

求主一路指引，祢的道路！ 

跑完世上路程，冠冕為我永存。 

仍求主指示我祢的道路！ 

BACKD 

#42 我賜你平安 

==== 1/2 ==== 

我賜你平安,  

將我的平安給你。 

這平安不像世人所賜的, 

這平安不像世人所賜的,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也不要膽怯, 

我賜你平安,  

將我的平安給你。 

==== 2/2 ==== 

我賜你平安,  

將我的平安給你。 

你們若愛我當遵守誡命, 

你們若愛我當遵守誡命, 

我必不撇下你們,  

我必要再來, 



我賜你平安, 

將我的平安給你。 

BACKE 

列王記上 18章 1 - 15 节 

18:1 過了許久、到第三年、耶和華的

話臨到以利亞、說、你去、使亞哈得

見你．我要降雨在地上。 

18:2 以利亞就去、要使亞哈得見他。

那時撒瑪利亞有大饑荒。 

18:3 亞哈將他的家宰俄巴底召了

來。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華。 

18:4 耶洗別殺耶和華眾先知的時

候、俄巴底將一百個先知藏了、每五

十人藏在一個洞裡、拿餅和水供養他

們。 

18:5 亞哈對俄巴底說、我們走遍這

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邊、或

者找得著青草、可以救活騾馬、免得

絕了牲畜。 

18:6 於是二人分地遊行、亞哈獨走一

路、俄巴底獨走一路。 

18:7 俄巴底在路上恰與以利亞相

遇、俄巴底認出他來、就俯伏在地、

說、你是我主以利亞不是。 

18:8 回答說、是、你去告訴你主人、

說、以利亞在這裡。 

18:9 俄巴底說、僕人有甚麼罪、你竟

要將我交在亞哈手裡、使他殺我呢。 

18:10 我指著永生耶和華你的 神起

誓、無論那一邦、那一國、我主都打

發人去找你．若說你沒有在那裡、就

必使那邦那國的人起誓、說、實在是

找不著你。 

18:11 現在你說、要去告訴你主人、

說、以利亞在這裡． 

18:12 恐怕我一離開你、耶和華的

靈、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

這樣我去告訴亞哈、他若找不著你、

就必殺我．僕人卻是自幼敬畏耶和華

的。 

18:13 耶洗別殺耶和華眾先知的時

候、我將耶和華的一百個先知藏了、



每五十人藏在一個洞裡、拿餅和水供

養他們、豈沒有人將這事告訴我主

麼。 

18:14 現在你說、要去告訴你主人、

說、以利亞在這裡、他必殺我。 

18:15 以利亞說、我指著所事奉永生

的萬軍之耶和華起誓、我今日必使亞

哈得見我。 

BACKE 

#411 我寧願有耶穌 

==== 1/3 ==== 

我寧願有耶穌，勝於金錢， 

我寧屬耶穌，勝過財富無邊； 

我寧願有耶穌，勝於地土， 

願主釘痕手，引導我前途。 

勝過做君王，雖統治萬方， 

卻仍受罪惡捆綁； 

我寧願有耶穌，勝於世上榮華、 

富貴、聲望。 

==== 2/3 ==== 

我寧願有耶穌，勝於稱揚， 

我寧忠於主，滿足主的心腸； 

我寧願有耶穌，勝於美名， 

願對主忠誠宣揚主聖名。 

勝過做君王，雖統治萬方， 

卻仍受罪惡捆綁； 

我寧願有耶穌，勝於世上榮華、 

富貴、聲望。 

==== 3/3 ==== 

恩主比百合花美麗鮮艷， 

祂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 

我帶飢渴心靈來到主前， 

有主的同在，勝似赴美筵。 

勝過做君王，雖統治萬方， 

卻仍受罪惡捆綁； 

我寧願有耶穌，勝於世上榮華、 

富貴、聲望。 

BACK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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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