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 召 

 

――――――― 詩篇一百四十五 1,3~4 ――――――― 

主席：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祢！我要永永遠遠稱頌

祢的名！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其大無法測度。 

會眾：這代要對那代頌讚祢的作為，也要傳揚祢的大能。 

頌 讚 ――――――― 祢真偉大(生命聖詩 12) ――――――― 

1. 主阿！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祢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祢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 

2. 當我想到，神竟願差祂兒子，降世捨命，我幾乎不領會，

主在十架，甘願背我的重擔，流血捨身為要赦免我罪。 

3. 當主再來，歡呼聲響澈天空，何等喜樂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謙恭的崇拜敬奉，並要頌揚神阿祢真偉大。 

副歌：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讀 經 ――――――― 約書亞記五 2~4,7~9 ―――――――― 

主席：那時，耶和華吩咐約書亞說：「你製造火石刀，第

二次給以色列人行割禮。」約書亞就製造了火石刀，在

「除皮山」那裏給以色列人行割禮。約書亞行割禮的緣

故，是因為從埃及出來的眾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

出了埃及以後，都死在曠野的路上。 

會眾：他們的子孫，就是耶和華所興起來接續他們的，都

沒有受過割禮；因為在路上沒有給他們行割禮，約書亞這

才給他們行了。國民都受完了割禮，就住在營中自己的地

方，等到痊癒了。 

全體：耶和華對約書亞說：「我今日將埃及的羞辱從你們

身上滾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 

讚 美 ――― 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新心音樂事工) ―― 

我的神 我的父 我的磐石 我敬拜祢 

祢的慈愛 豐盛的慈愛 永遠屹立不變 建立到萬代 

我的神 我的父 我的拯救 我讚美祢 

祢的信實 恆久的信實 永永遠遠堅立天上 

副歌：我要歡呼 向祢舉雙手 向祢揚聲高唱 哈利路亞 

因祢喜悅我們 是我的力量榮耀 願在光明中與祢同行 

我要歡呼 向祢舉雙手 向祢揚聲高唱 哈利路亞 

祢是我的主宰 誰能與我的神相比 

我一生向你俯伏敬拜 

 

 

讀 經 ―――――― 約書亞記五 10~11,13~15 ――――――― 

主席：以色列人在吉甲安營。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

平原守逾越節。逾越節的次日，他們就吃了那地的出產；正

當那日吃無酵餅和烘的穀。 

會眾：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目觀看，不料，有一個

人手裏有拔出來的刀，對面站立。約書亞到他那裏，問他

說：「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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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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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美 ―――――― 祢坐着為王 (生命河靈糧堂) ―――――― 

主耶和華，滿有憐憫和恩典，我投靠在祢翅膀蔭下， 

當我回轉，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必歡呼喜樂。 

祢坐著為王到永永遠遠，雖洪水翻騰，我堅定仰望祢。 

祢坐著為王垂聽我呼求，使我靈甦醒，有復活的生命。 

信 息 ―――――――――― 戰前三課 ―――――――――― 

約書亞記五 1~15 

 回應詩 ――――――― 愛,我願意 (讚美之泉) ――――――― 

十字架上的光芒，溫柔又慈祥， 

帶著主愛的力量，向著我照亮。 

我的心不再隱藏，完全的擺上， 

願主愛來澆灌我，在愛中得自由釋放。 

我願意降服，我願意降服， 

在祢愛的懷抱中，我願意降服。 

祢是我的主，祢是我的主， 

永遠在祢懷抱中，祢是我，祢是我的主。 

奉獻禱告 ―――――――――――――――――――― 吳修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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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翻譯 主席 司琴 影音 招待 茶點 奉獻禱告 兒童崇拜 

本週 謝偉莉傳道 謝童華 李令德 陳宇奭 黄志成 

吕美卿 

阮妙新 吳修慧 鄭勤明 

操伊倫 

 

 

 

下週 Rev. John 
Maxham 

賀陳雋 李令德 陳宇奭 劉雪秋  

許玉清 

鄭勤明 蔡淑微 鄭勤明 

操伊倫 

 
        
 

家事報告 

三月份教會的網上聚會 日期 時間 

主日學 19 11:00am – 12:00pm 

週二分享禱告小組(粵) 21, 28 11:30am – 12:30pm 

週四團契 23 10:00am – 11:15am 

週五禱告會 24, 31 7:30 – 9:00pm 

週六查經班(粵) 25 10:00 – 11:30am 

週日小組聚會 26 11:00am – 12:30pm 

媽媽禱告小組 26 9:30pm – 10:30pm 

1. 今天崇拜完了之後 11 時有主日學，懇請弟兄姐妹預留時間參加。 

2. 教會今年將恢復一年一度的退修會，時間是六月九日晚上至六月

十一日中午，營會地點仍在 Harvey Cedars Bible Conference，今

年我們邀請了紐約華埠中宣總會主任牧師丁聖才牧師為退修會的

講員。鼓勵弟兄姐妹參加，一起領受神所賜的豐富屬靈筵席！報

名事宜稍後公佈。 

 

代禱事項 

1. 請為土耳其和敘利亞兩國的地震禱告，求主供應缺乏的物資設

備，幫助其災後重建的工作以及求主安慰死者家屬的心；求聖

靈動工，讓人縱然在苦難中，仍可以認識耶穌基督才是人類真

正的救贖主。 

2. 請為鄭錦釗牧師在這過渡期間需要租房及孩子轉學等事宜禱

告，求主保守幫助讓他們一家可以順利過渡，並賜福他從七月

開始在我們教會的事奉可以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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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1,366 $2,308 $50 $231 $400 $100 

累計  $19,405 $25,385 $1,330 $2,538 $2,430 $3,410 

 

 
 
 
 
 
 
 
 
 
 
 

 

主日崇拜 

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九日 

早上九時正 
 

同工團隊 

謝偉莉傳道 917-593-0420       操伊倫 201-655-0017  

馮姍 201-968-7622        王蘭岺 917-855-7773 

鄭勤明 551-265-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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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