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原地基督教生命堂 

主日聯合崇拜 
Christian Evangelical Mission Church 

in Highland Park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時半 

Feb. 25, 2018,1:30 PM 

司會:  劉秀芝姊妹 
講員: 黃宋來牧師 
翻譯: 戴秀群姊妹 
司琴:  王馮韺韺姊妹 
司琴:  李澤岳弟兄 
司事: 凌李桂蓮姊妹 
司獻:   王正茂弟兄 
清潔: 王培仁弟兄 
清潔: 曾戴秀萍姊妹 

 

1 序樂 司琴 

2 宣召 詩篇 95:6-7. 司會 

3 頌讚詩 #503 眾立 

4 祈 禱 司會 

5 讀經 詩篇 129 篇   司會 

6 唱 詩 #416 眾坐 

7 報 告  司會 

8 獻 唱 #491 成人詩班 

9 禱告時間 黃宋來牧師 

10 
 

證 道 黃宋來牧師 

提摩太前書 6 章 9-10 节 

11 唱 詩 #42 眾立 

12 奉 獻 司獻 

13 祈 禱  眾立 

14 三一頌  眾立 

15 祝 禱 黃宋來牧師 

16 阿們頌  眾立 

17 默 禱  眾坐 

BACK 
下週輪值 

司會:  黃  明弟兄        
講員: 黃宋來牧師 
翻譯: 謝徐穎姊妹 
司琴:  王馮韺韺姊妹 
司琴: 李澤岳弟兄 
司獻:   陳耀根弟兄 
遞聖餐: 張譽山弟兄 
遞聖餐: 謝定全弟兄 
清潔: 洪龔景霏姊妹 
清潔: 凌秀菁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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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弟兄姊妹邀約親

友踴躍參加. 



4. 本週三晚八時於楊孫錦雲姊妹

府上舉行查經禱告聚會,歡迎弟兄

姊妹踴躍參加. 

5. 下週為聖餐主日,已信主者請預

備心領受主的杯和餅,同思主愛. 

下週為聯合聚會. 

6. 總會訂於八月四至五日舉行五

十週年感恩活動,8/4/18（週六）      

為運動大會及義賣,8/5/18 為五十

週年感恩崇拜,會後有聚餐,請弟兄

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7. 上主日中英文聯合崇拜奉獻:＄
1292.00. 

BACK 

代 禱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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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週六晚錫安團契及英文查

經聚會代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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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伯母、馮伯母, 王

強弟兄, 王正茂弟兄. 

7. 請為教會新的一年開始,有新的

異象和復興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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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榮耀歸萬王之王 

===== 1/4 ===== 

一切榮耀歸萬王之王 

榮耀歸被殺羔羊， 

一切榮耀歸萬主之主， 



祂是偉大的真神。 

===== 2/4 ===== 

主耶和華掌權有威嚴， 

寶座前栽願敬拜， 

以誠實公義來敬拜祂， 

單單要向祂敬拜。 

===== 3/4 ===== 

祂是天和地的大主宰， 

祂是世人的救主， 

祂是至高主超過萬物， 

配受讚美與尊崇。 

===== 4/4 ===== 

哈利路亞歸萬王之王， 

哈利路亞歸羔羊， 

哈利路亞歸萬主之主， 

祂是偉大的真神。 

BACKB 

詩篇 129 章 

129:1 〔上行之詩。〕以色列

當說、從我幼年以來、敵人屢

次苦害我、 

129:2 從我幼年以來、敵人屢

次苦害我、卻沒有勝了我。 

129:3 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

扶犁而耕．耕的犁溝甚長。 

129:4 耶和華是公義的．他砍

斷了惡人的繩索。 

129:5 願恨惡錫安的、都蒙羞

退後。 

129:6 願他們像房頂上的草、

未長成而枯乾． 

129:7 收割的不夠一把、捆禾

的也不滿懷． 

129:8 過路的也不說、願耶和

華所賜的福、歸與你們．我們

奉耶和華的名、給你們祝福。 

BACKC 

#416 耶穌是我親愛牧人 
===== 1/3 ===== 

耶穌是我親愛牧人, 

親手引領我前程, 

領我到祢歡樂草場, 

領我靠近你身旁。 

慈愛救主，慈愛救主， 

領我靠近你身旁； 

慈愛救主，慈愛救主 

領我靠近你身旁。 

===== 2/3 ===== 

耶穌是我最好朋友， 

導我天路慰我愁， 

我縱迷路祂來尋我， 

引導羊群免走錯。 

慈愛救主，慈愛救主， 



願祢常聽我祈求； 

慈愛救主，慈愛救主， 

願祢常聽我祈求。 

===== 3/3 ===== 

讓我趁早討祢歡喜， 

樂意遵照祢旨意， 

願主恩愛滿我心中， 

我願獻身歸主用。 

慈愛救主，慈愛救主， 

愛我們直到永遠； 

慈愛救主，慈愛救主， 

愛我們直到永遠 。 

BACKD 

#491 榮耀歸神 
===== 1/1 ===== 

榮耀歸與最高神！ 

榮耀歸神榮耀歸神！ 

榮耀歸與最高神！ 

讚美讚美不盡。 

讚美真神慈愛最深， 

讚美真神恩及萬人， 

讚美真神聲達天庭，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榮耀歸與最高神！ 

榮耀歸與最高神！ 

榮耀，榮耀，榮耀，榮耀， 

榮耀歸與最高神！ 

榮耀歸與最高神！ 

榮耀歸與最高神！ 

榮耀，榮耀，榮耀，榮耀， 

榮耀歸與最高神！ 

BACKE 

提摩太前書 6 章 9-10 节 

6:9 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

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多

無知有害的私慾裡、叫人沉在

敗壞和滅亡中。 

6:10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

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

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BAC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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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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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