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 召

―――――――――― 詩篇九十九 ――――――――――
主席：你們要尊崇耶和華―我們的神，在祂的聖山下拜，因
為耶和華―我們的神本為聖！

頌 讚

――――― 我的神我要敬拜祢（我心旋律 3) ―――――
我的神，我要敬拜祢，我的心深深地愛祢，
在祢的座前，我思想祢恩典，我的心讚美敬拜祢，
祢是我心靈的滿足，祢是我唯一的喜樂，
在祢的座前，我思想祢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祢。

讀 經

――――――― 耶利米書三十一 10~14 ――――――――
主席：列國啊，要聽耶和華的話，傳揚在遠處的海島說：趕
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因耶
和華救贖了雅各，救贖他脫離比他更強之人的手。
全體：他們要來到錫安的高處歌唱，又流歸耶和華施恩之
地，就是有五穀、新酒和油並羊羔、牛犢之地。他們的心必
像澆灌的園子，他們也不再有一點愁煩。
主席：那時處女必歡樂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歡
樂，因為我要使他們的悲哀變為歡喜，並要安慰他們，使他
們的愁煩轉為快樂。
全體：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滿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
惠知足。這是耶和華說的。

讀 經

――――――― 耶利米書三十一 15~20 ―――――――
全體：我聽見以法蓮為自己悲嘆說：『祢責罰我，我便受責
罰，像不慣負軛的牛犢一樣。求祢使我回轉，我便回轉，因
為祢是耶和華我的神。我回轉以後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後就
拍腿嘆息，我因擔當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耶和華說：
「以法蓮是我的愛子嗎？是可喜悅的孩子嗎？我每逢責備
他，仍深顧念他，所以我的心腸戀慕他，我必要憐憫他。」

宣 告

―――――――― 我們呼求 (讚美之泉) ―――――――
主我們同心在祢面前，以禱告尋求祢面
我們轉離所有的惡行，定意單單跟隨祢
主我們是屬祢的子民，求賜下父神的心
我們要迴轉向祢父神，也要看見復興
我們呼求祢，阿爸父，設立祢寶座在這地
祢必睜眼看側耳垂聽，奉主名的呼求
萬民都要來敬拜祢，榮耀高舉祢的聖名
復興這地全能的君王，我們歡迎祢

信 息

―――――――― 拉结-以色列之母 ―――――――――
耶利米書三十一 15~16

回應詩

感 恩

―――――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青年聖歌 II) ――――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我要唱，我要唱，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用我口，叫人知道，祢大信實，祢大信實，
用我口，叫人知道，祢大信實直到永遠萬代。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我要唱，我要唱，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 上帝的兒女何等有福（世紀頌讚 367）――――
1. 在壓力中仍能平靜，在忙碌中仍能悠閑，
在失敗中仍能歡笑，在逼迫中仍能屹立，
上帝的兒女何等有福。
2. 在絕望中仍有盼望，在冷漠中仍有關懷，
在困境中仍有出路，在死亡中仍有生命，
上帝的兒女何等有福。
副歌：有福，有福，上帝的兒女何等有福，
有福，有福，上帝的兒女何等有福。

讀 經

――――――― 耶利米書三十一 15~20 ――――――――
主席：耶和華如此說：「在拉瑪聽見號啕痛哭的聲音，是拉
結哭她兒女，不肯受安慰，因為他們都不在了。」耶和華如
此說：「你禁止聲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淚，因你所
做之工必有賞賜，他們必從敵國歸回。」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和華說：「你末後必有指望，你的兒女必回到自己的境
界。

奉獻禱告 ―――――――――――――――――――― 劉雪秋
報 告
―――――――――――――――――――――
謝傳道
祝 福
―――――――――――――――――――――
陳牧師
三一頌
讚美一神萬福之源，地下生靈都當頌言，
天上萬軍也讚主名，同心讚美父、子、聖靈。阿們。
默 禱
―――――――――――――――――――――

主日崇拜司職事奉表
講員/翻譯
本週 陳榮超牧師

主席
鄭勤明

司琴
李令德

下週 滕磐華牧師
王蘭岺

操伊倫

李令德

影音
黃愛齡
陳怡達
鄭勤明
陳怡達

招待
吳善明
黃曉珊
盧秀清
邵小英

奉獻禱告

兒童崇拜

劉雪秋

蔡淑微

蘇鎮端

蔡淑微

家事報告

1.
2.

3.

4.

五月份教會的網上聚會
日期
時間
主日學
22
11:00am – 12:00pm
週二分享禱告小組(粵)
10, 17, 24, 31
11:30am – 12:30pm
週四團契
12, 26
10:00am – 11:30am
週五禱告會
13, 20, 27
7:30pm – 8:30pm
週六查經班(粵)
14, 21, 28
10:00am – 11:30am
週日小組聚會
29
11:00am – 12:30pm
弟兄團契（實體聚會）
15
11:00am – 12:00pm
媽媽禱告小組
29
9:30pm – 10:30pm
教會執事同工會將於今晚舉行，會議議程稍後發放在教會的公告群，懇請
大家繼續為教會的事工代禱。
教會從 6 月 4 日開始有“兒童故事屋”的新兒童事工，每週六早上 11 時
至 12 時舉行，盼望以聼故事，學中文的這種方式作爲一個平臺來接觸這
個社區有孩童的家庭，願更多的兒童和家長們可以藉此蒙到上帝的祝福。
教會擬定於 5 月 27 日至 6 月 5 日有短宣隊前往巴拿馬作短宣工作。懇請
眾弟兄姐妹以禱告和經濟支持此次行程。若有感動為此奉獻，請在奉獻封
或支票上注明“巴拿馬”。
為配合教會的海外短宣事工，教會邀請馬鴻磊牧師以林安國牧師《整装待
發 - 訪宣訓練手册》為教材作相關的宣教培訓，此培訓已從 4 月 30 日
開始一連三個週六下午 12:30，若還想參與這次培訓的弟兄姐妹請與同工
們聯絡。

代禱事項
1. 請繼續為世界各地以及美國的新冠疫情禱告，特別為這段時間中國大陸
的疫情代禱，求主施恩憐憫保守。
2. 請為俄國和烏克蘭的局勢禱告，願戰火早日止息。
3. 請為教會近期開展的“媽媽禱告小組”，“弟兄團契”，週六“兒童故
事屋”事工禱告，願主使用這些事工，祝福到更多的生命。
常費奉獻
($100,000)
實收
預算

上週
累計

33

差傳奉獻
($10,000)
實收
預算

建堂
基金
實收

慈惠
基金
實收

$3,606

$1,923

$320

$192

$100

$0

$37,844

$34,615

$6,920

$3,462

$2,445

$1,600

主日崇拜
二零二二年五月八日
早上九時正
同工團隊
鄭勤明 551-265-8138
馮姍
201-968-7622

謝偉莉傳道 917-593-0420
操伊倫 201-655-0017
王蘭岺 917-855-7773

1625 Palisade Avenue, Fort Lee, NJ 07024 (201) 632-1793
Email: newlifechinesechurch@gmail.com
Web site: newlifechinesechurch-nj.org
Facebook: New Life Chinese Church Fort 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