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原地基督教生命堂 

主日聯合崇拜 
Christian Evangelical Mission Church 

in Highland Park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一日下午一時半 

March 11, 2018,1:30 PM 

司會:  劉秀芝姊妹 
講員: 黃宋來牧師 
翻譯: 劉金蘭傳道 
司琴:  王馮韺韺姊妹 
司琴:  李澤岳弟兄 
司事: 凌 秀 嫻姊妹 
司獻:   謝定全弟兄 
清潔: 王   強 弟兄 
清潔: 王劉君波姊妹 

 

1 序樂 司琴 

2 宣召 詩篇 95:6-7. 司會 

3 頌讚詩 #499 眾立 

4 祈 禱 司會 

5 讀經 詩篇 131 篇   司會 

6 唱 詩 #456 眾坐 

7 報 告  司會 

8 獻 唱 #457 成人詩班 

9 禱告時間 黃宋來牧師 

10 
 

證 道 黃宋來牧師 

詩篇 128 篇 

11 唱 詩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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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秀群姊妹        
講員: 盧義思博士 
翻譯: 彭李蓉姊妹 
司琴:  王馮韺韺姊妹 
司琴: 李澤岳弟兄 
司獻:   林富明弟兄 
司事: 黃王正芳姊妹 
清潔: 陳耀根弟兄 
清潔: 練戴秀群姊妹 

BACK 

報 告 事 項 

1. 今日崇拜後有茶點，歡迎大家

留步同享美好團契。 

2. 明晚八時於李帶嬌阿姨府上舉

行查經聚會,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

加. 

3. 本週三晚八時於楊孫錦雲姊妹

府上舉行查經祈禱會,歡迎弟兄姊

妹踴躍參加. 



4. 下週六(3/24/2018)晚七時半於

王培仁弟兄伉儷府上舉行錫安團

契, 歡迎弟兄姊妹邀約親友踴躍參

加,方便者請帶一菜分享）. 

5. 下主日下午一時半舉行中英文

聯合崇拜會, 崇拜後有聚餐( 弟兄

姊妹若方便請攜帶一菜分享),歡迎

弟兄姊妹邀約親友踴躍參加. 

6. 多華谷生命堂於 3 月 31 日下午

二點至六點在 Lincoln Park PAL 

(10 Boonton Turnpike, Lincoln Park, 

NJ 07035)舉行多華谷生命堂美東

區嘉年華籌款活動以建多功能餐

廳大樓,詳情請閱佈告欄. 

7. 上主日中英文聯合崇拜奉獻:$ 

1116.00. 建堂奉獻:$ 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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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煒麗姊妹, 凌秀嫻姊妹,  

王正茂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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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 唯獨你配 
===== 1/1 ===== 

至高真神，  

尊貴救主，  



唯獨你配接受。  

配接受榮耀， 

榮耀與尊貴，  

榮耀與尊貴，權柄。  

因你創造萬物，  

你創造了萬物，  

因你創造了萬物。 

照你的旨意，創造了萬物。   

哦主，你配得尊榮！ 

BACKB 

詩篇 131 章 

131:1 〔大衛上行之詩。〕耶

和華阿、我的心不狂傲、我的

眼不高大．重大和測不透的

事、我也不敢行。 

131:2 我的心平穩安靜、好像

斷過奶的孩子在他母親的懷

中．我的心在我裡面真像斷過

奶的孩子。 

131:3 以色列阿、你當仰望耶

和華、從今時直到永遠。 

BACKC 
#456  自耶穌來住在我心 

===== 1/3 ===== 

我生命已有了真奇妙的改變， 

自耶穌來住在我心！ 

我久慕的亮光今照耀我魂間， 

自耶穌來住在我心！ 

自耶穌來住在我心， 

自耶穌來住在我心， 

喜樂潮溢我魂如海濤浪滾滾， 

自耶穌來住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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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停止流蕩不再入那迷途， 

自耶穌來住在我心！ 

我的罪雖眾多主寶血已抹塗， 

自耶穌來住在我心！ 

自耶穌來住在我心， 

自耶穌來住在我心， 

喜樂潮溢我魂如海濤浪滾滾， 

自耶穌來住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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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深知與救主將永住那美城， 

自耶穌來住在我心！ 

我心中充滿喜樂勇敢往前行， 

自耶穌來住在我心！ 

自耶穌來住在我心， 

自耶穌來住在我心， 

喜樂潮溢我魂如海濤浪滾滾， 

自耶穌來住在我心。 

BACKD 

#457 我今永遠屬祢 

===== 1/3 ===== 



耶穌我主爱我永不止息， 

無權勢能叫我與主分離， 

祂救贖我捨命於十架， 

我今永遠屬祂； 

我今屬於主耶穌， 

主耶穌屬於我， 

並非暫時舆祂相連， 

乃是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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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我在罪中迷醉浮沉， 

耶穌降世給我帶來救恩， 

不再有羞恥憂傷懼怕， 

我今永遠屬祂； 

我今屬於主耶穌， 

主耶穌屬於我， 

並非暫時舆祂相連， 

乃是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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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快樂因我已得拯救， 

前為罪奴今主赐我自由， 

為救贖我祂寶血流下， 

我今永遠屬祂； 

我今屬於主耶穌， 

主耶穌屬於我， 

並非暫時舆祂相連， 

乃是直到永遠。 

BACKE 

詩篇 128 篇 

128:1 〔上行之詩。〕凡敬畏

耶和華、遵行他道的人、便為

有福。 

128:2 你要喫勞碌得來的．你

要享福、事情順利。 

128:3 你妻子在你的內室、好

像多結果子的葡萄樹．你兒女

圍繞你的桌子、好像橄欖栽

子。 

128:4 看哪、敬畏耶和華的人、

必要這樣蒙福。 

128:5 願耶和華從錫安賜福給

你。願你一生一世、看見耶路

撒冷的好處。 

128:6 願你看見你兒女的兒女。

願平安歸於以色列。 

BACKE 
#29 穩當根基 

==== 1/4 ==== 

耶穌的門徒，有極穩當根基， 

是神的言語，在聖經有所記！ 

救主已應許，賜你永遠的福， 

投靠你救主，祂必定要保護。 

==== 2/4 ==== 



請聽救主說：「不要懼怕驚慌， 

因為我是神，我必賜你力量； 

我必幫助你，使你站立得住， 

用我全能手，時常將你扶助。 

==== 3/4 ==== 

雖然有患難，經過水火試煉， 

我必賜給你，豐富足夠恩典； 

患難與試煉，無法將你傷害， 

你必成精金，必永遠不朽壞。 

==== 4/4 ==== 

靠近我的人，靈魂必享安息， 

在我懷中的，我永遠不丟棄； 

仇敵無法侵，災害也不能臨， 

我必常保護，一直到無窮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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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