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鼓 勵 ―――――― 勤作見證（世紀頌讚 496) ――――――― 
 

1. 勤作見證敬拜主，要把福音廣傳，主上帝發出號令， 

快完成大使命，天父藉愛子耶穌，在世創立教會， 

承接基督的創舉，聖靈繼續作工。 

2. 你要按照主旨意，尋找失喪靈魂，甘心樂意付代價， 

救贖被困罪人，卑微的人要愛護，被囚的要關顧， 

以助人視為己任，莫嫌艱苦難堪。 

3. 你要作基督身體，以主基督為首，你要活出好榜樣， 

讓人看見基督，祂是教會房角石，教會是祂聖殿， 

你要作活的祭壇，顯明基督大愛。 

4. 懇求教會的元首，以靈感動我眾，虔敬仰望主引導， 

事奉主樂融融，多追求屬靈恩賜，為人帶來福祉， 

我們當彼此照顧，衷誠關心愛護。 

信 息 ―――――――――― 事主之人 ――――――――――― 

歌羅西書一 24~29 

 回應詩 

 

 

――――――― 事主蒙福（生命聖詩 478）―――――― 
 

1. 事奉耶穌得真快樂心滿足，主裡的喜樂純一不庸俗， 

倚靠相信主應許就是天堂，天天事奉主必蒙福。 

2. 無論何環境都事奉主耶穌，無論作何事忠心便蒙福， 

住在主裡享受主愛的豐富，天天事奉主必蒙福。 

3. 雖然有時黑雲遮蔽我前路，憂患使我們更嚮往天府， 

一切勞苦主必報償不虧負，天天事奉主必蒙福。 

副歌：天天事奉耶穌，天天必蒙福，在世每一步都蒙福， 

   有時走天堂窄路或會有困苦，忠心事主一生都蒙福。 

宣 召 

 

――――――― 以賽亞書九 6; 五十三 4~5 ―――――― 
 

主席：祂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
君。 
會眾：祂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
為祂受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 

全體：那知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祂

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頌 讚 ―――――― 祂名稱為奇妙（世紀頌讚 110) ―――――― 
 

祂名稱為奇妙，祂名稱為奇妙，祂名稱為奇妙，耶穌我主。 

祂是全能的王，祂是萬事的主，祂名稱為奇妙，耶穌我主。 

祂是大牧者，是萬古的磐石，祂是全能的神， 

當伏在主前，敬愛崇拜祂。祂名稱為奇妙，耶穌我主。 

讀 經 ――――――― 羅馬書十四 8; 以弗所書二 10 ―――――― 
 

主席：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

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 

會眾：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

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應 許 ―――――― 奉獻身心為主 (世紀讚頌 358) ―――――― 
 

1. 奉獻我身心為主作工作，聽從主命令，得我主喜悅， 

甘願背苦架，跟隨我救主，我一生一世是為主而活。 

2. 慈悲主耶穌，受死作中保，使我免罪孽，復與神和好， 

感激主大愛，願聽主呼召，奉獻我一切來隨主引導。 

3. 在短瞬世間，願為主而活，因我心所愛，惟有主笑容， 

深願為我主，去尋找迷羊，引領疲倦人，安歇主懷中。 

副歌：基督耶穌我救主，我心奉獻給祢，因祢在十字架上，

 為贖我罪釘死；我要祢做我救主，來住在我心裡， 

 我一生一世到永遠，要忠心服侍祢。 

讀 經 ――――― 馬太福音九 35~36; 二十八 19~20 ――――― 
 

主席：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

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祂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

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會眾：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

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

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聖 餐 ――――――――――――――――――――― 謝傳道 

奉獻禱告 ―――――――――――――――――――― 賀陳雋 

報 告 ――――――――――――――――――――― 謝傳道 

祝 福 ――――――――――――――――――――― 謝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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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報告 

八月份教會的網上聚會 日期 時間 

主日學 7, 21 11:00am – 12:00pm 

週二分享禱告小組(粵) 9 ,16, 23, 30 11:30am – 12:30pm 

週四團契 11, 25 10:00am – 11:30am 

週五禱告會 12, 19 7:30pm – 8:30pm 

週六查經班(粵) 13, 20, 27 10:00 – 11:30am 

週日小組聚會 28 11:00am – 12:30pm 

弟兄團契（實體聚會） 14 11:00am – 12:00pm 

媽媽禱告小組 28 9:30pm – 10:30pm 

1. 今天崇拜完了之後 11 時有主日學，懇請大家預留時間參加。 

2. 教會將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七時半舉行“認識遠方的宣教士（二）

”網上聚會，届時邀請在台灣當宣教士的 Jason 和 Andi 夫婦分享他

們的宣教生活。盼望藉此機會可以對他們的宣教事工及生活有更多

的了解認識，幫助教會更好地在經濟和禱告上來支持他們在宣教工

場的事奉。 

 

代禱事項 

1. 請繼續為世界各地及美國的新冠疫情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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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美國的槍擊、暴力和仇恨等社會問題切切禱告，求主的愛醫

治這地，願聖靈動工，讓人能真正認識上帝，敬畏主，行真道。 

4. 請為教會的兒童事工禱告，求主在週日帶領更多的兒童來參加兒

童崇拜，願藉此事工牽引更多小朋友來認識主，生命得到祝福。 

 

 

 

       
 
 
 
 
 
 

 
 
 

 

 

 

主日崇拜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早上九時正 
 

同工團隊    謝偉莉傳道 917-593-0420        

鄭勤明 551-265-8138  操伊倫 201-655-0017  

馮姍  201-968-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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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費奉獻 

($100,000) 

差傳奉獻 

($10,000) 

建堂 

基金 

慈惠 

基金 

 實收 預算 實收 預算 實收 實收 

上週 42 $4,536 $1,923 $703 $192 $0 $0 

累計  $70,974 $59,615 $23,628 $5,962 $3,445 $2,150 

 講員/翻譯 主席 司琴 影音 招待 奉獻禱告 兒童崇拜 

本週 謝偉莉傳道 賀陳雋 李令德 陳宇奭 劉雪秋  

操伊倫 

賀陳雋 王蘭岺 

下週 鍾志明牧師 謝童華 李令德 陳宇奭 吳善明 

黃曉珊 

邵小英 蔡淑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