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原地基督教生命堂 

主日聯合崇拜 
Christian Evangelical Mission Church 

in Highland Park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時半 

March 25, 2018,1:30 PM 

司會:  謝徐穎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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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黃秋娥姊妹 
司獻:   凌偉歡弟兄 
清潔: 黃  明  弟兄 
清潔: 黃王正芳姊妹 

 

1 序樂 司琴 

2 宣召 詩篇 95:6-7. 司會 

3 頌讚詩 #5 眾立 

4 祈 禱 司會 

5 讀經 詩篇 134 篇   司會 

6 唱 詩 #305 眾坐 

7 報 告  司會 

8 獻 唱 #443 成人詩班 

9 禱告時間 黃宋來牧師 

10 
 

證 道 黃宋來牧師 

約書亞記 5 章 13-15 節 

約書亞記 6 章 1-7 節 

11 唱 詩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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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芬妮姊妹 
司琴:  王馮韺韺姊妹 
司琴: 李澤岳弟兄 
遞聖餐: 王培仁弟兄 
遞聖餐: 謝定全弟兄 
司獻:   林富明弟兄 
司事: 王劉君波姊妹 
清潔: 林黃秋娥姊妹 
清潔: 林富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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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晚八時於練蔡嬌伯母府上舉

行查經聚會, 歡迎弟兄姊妹踴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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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下周為復活節主日,本會將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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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一菜分享.下週也是聖餐主日, 

已信主者請預備心領受主的杯和

餅, 同思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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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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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伯母、馮伯母、

凌秀嫻姊妹, 陸煒麗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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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這是天父世界 
==== 1/3 ==== 

這是天父世界， 

孩童側耳要聽， 

宇宙唱歌，四圍響應， 

星辰作樂同聲。 

這是天父世界， 

我心滿有安寧， 

樹木花草，蒼天碧海， 

述說天父全能。 

==== 2/3 ==== 

這是天父世界， 

小鳥展翅飛鳴， 

清晨明亮，好花美麗， 

證明天理精深。 

這是天父世界， 

祂愛普及萬千， 

風吹之草將祂表現， 

天父充滿世間。 

==== 3/3 ==== 

這是天父世界， 

求主叫我不忘， 

罪惡雖然好像得勝， 

天父卻仍掌管。 

這是天父世界， 

我心不必憂傷， 

父神是王，天地同唱， 

歌聲充滿萬方。 

BACKB 

詩篇 134 章 

134:1 〔上行之詩。〕耶和華

的僕人、夜間站在耶和華殿中

的、你們當稱頌耶和華。 

134:2 你們當向聖所舉手、稱

頌耶和華。 

134:3 願造天地的耶和華、從

錫安賜福給你們。 

BACKC 

#305 我时刻需要祢 
==== 1/4 ==== 

我时刻需要祢，救主恩深； 

谁有柔声似祢，足慰我心。 

哦，救主，我需要祢； 

每时刻需要祢！ 

望主随时施恩惠，我来就祢。 
==== 2/4 ==== 

我时刻需要祢，与我亲近； 

魔鬼若来试探，使我得胜。 

哦，救主，我需要祢； 

每时刻需要祢！ 

望主随时施恩惠，我来就祢。 

==== 3/4 ==== 

我时刻需要祢，或忧或乐； 



主若不来同居，我就枉活。 

哦，救主，我需要祢； 

每时刻需要祢！ 

望主随时施恩惠，我来就祢。 

4/4 

我时刻需要祢，赐我恩言。 

愿主宝贵应许，於我成全。 

哦，救主，我需要祢； 

每时刻需要祢！ 

望主随时施恩惠，我来就祢。 

BACKD 
#443 耶稣不改变 

==== 1/3 ==== 

世间朋友会改变, 常疑惑烦扰; 

耶稣的爱不改变，祂永远可靠。 

耶稣不改变，耶稣不改变； 

天地万物都要废去,耶稣不改变。 

==== 2/3 ==== 

虽有时黑暗满布，攻击如风暴； 

切记那爱你的主，祂永远可靠。 

耶稣不改变，耶稣不改变； 

天地万物都要废去,耶稣不改变。 

==== 3/3 ==== 

生命有时有痛苦，爱情亦转变； 

信靠大能的恩主，祂永不改变。 

耶稣不改变，耶稣不改变； 

天地万物都要废去,耶稣不改变。 

BACKE 

約書亞記 5 章 13-15 節 

5:13 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

舉目觀看、不料、有一個人手

裡有拔出來的刀、對面站立．

約書亞到他那裡、問他說、你

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

人呢 

5:14 他回答說、不是的、我來

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約

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說、我

主有甚麼話吩咐僕人。 

5:15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約書

亞說、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

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約

書亞就照著行了。 

約書亞記 6 章 1-7 節 

6:1 耶利哥的城門因以色列人就

關得嚴緊、無人出入。 

6:2 耶和華曉諭約書亞說、看

哪、我已經把耶利哥、和耶利

哥的王、並大能的勇士、都交

在你手中。 



6:3 你們的一切兵丁要圍繞這

城、一日圍繞一次．六日都要

這樣行。 

6:4 七個祭司要拿七個羊角走在

約櫃前．到第七日你們要繞城

七次、祭司也要吹角。 

6:5 他們吹的角聲拖長、你們聽

見角聲、眾百姓要大聲呼喊、

城牆就必塌陷．各人都要往前

直上 

6:6 嫩的兒子約書亞召了祭司

來、吩咐他們說、你們抬起約

櫃來．要有七個祭司拿七個羊

角走在耶和華的約櫃前。 

6:7 又對百姓說、你們前去繞

城．帶兵器的要走在耶和華的

約櫃前。 

BACKE 

#49 我只要信靠我主 

==== 1/2 ==== 

我只要信靠我主，走生命道路， 

我只要信靠我主，一生歌頌主； 

雖有風暴幽暗天空,遮掩我前路， 

我只要信靠我主—祂必定幫助！ 

祂是我良友，忠實的良友， 

我能信靠祂，一直到永久； 

雖有風暴幽暗天空,遮掩我前路， 

我只要信靠我主—祂必定幫助！ 

==== 2/2 ==== 

我只要信靠我主，走人生窄路， 

我只要信靠我主，祂引領前途； 

雖然有時疲倦困苦,滿心是憂愁， 

我只要信靠我主—祂與我同走！ 

祂是我嚮導，忠實的嚮導， 

常在我身旁，扶持與引導； 

雖然有時疲倦困苦,滿心是憂愁， 

我只要信靠我主—祂與我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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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