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 召 

 

―――――――― 詩篇六十六 1~2,4,7 ―――――――― 

主席：全地都當向神歡呼！歌頌祂名的榮耀！用讚美的言語將祂

的榮耀發明！ 

會衆：全地要敬拜祢，歌頌祢，要歌頌祢的名。 

全體：祂用權能治理萬民，直到永遠。祂的眼睛鑒察列邦；悖逆

的人不可自高。 

頌 讚 ―――――― 榮耀大君王 (世紀頌讚 27) ――――――― 

1. 當俯伏崇拜，榮耀大君王！主權能慈愛，須感恩頌讚， 

主亙古常存，我盾牌與保障，光華籠罩天地，四周皆頌揚。 

2. 當頌揚主恩，見證祂大能！光輝是主袍，穹蒼是主幔， 

救主發烈怒，密雲中雷聲隆，狂風追逐暴雨，主當安車乘。 

3. 當見證福音，主豐富供應！在輕風吹拂，在榮光照耀， 

從山間水流，下注遍滿平壤，甘露時雨降落，潤澤各地方。 

讀 經 ―――――――― 以賽亞書四十 9~11 ―――――――― 

主席： 報好信息給錫安的啊，你要登高山；報好信息給耶路撒

冷的啊，你要極力揚聲。揚聲不要懼怕，對猶大的城邑說：看

哪，你們的神！ 

會衆： 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祂的膀臂必為他掌權。祂的

賞賜在祂那裏；祂的報應在祂面前。 

全體：祂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

慢慢引導那乳養小羊的。 

感 謝 ―――――― 神的恩言 (世紀頌讚 263) ――――――― 

1. 神的恩言，超越年代，是人生命好訊息，是希望泉， 

永遠存在，勞苦憂驚得慰庇。聖經示主恩慈不易， 

任何所在皆蒙恩。不敗導師，永恆能力，白白施予給萬民。 

2. 人類旅程遊蕩經歷，曾從黑夜陰影叢，積聚預言、 

智慧、真理，導向燦爛明光中。我主基督一切言行， 

正是指明生命路。聖經吸引，不斷感動，從今爭戰盡消除。 

3. 願從萬國萬民口中，真道帶福施療治，正如學者研究用功，

越久越得深啟示。求主賜福愚直、穎聰，認識真理生命光。 

直到全地接受見證，神的智慧滿萬方。 

讀 經 ―――――――― 馬太福音二 1~2,9,11 ―――――――― 

主席：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 

會衆：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那生下來作猶太

人之王的在哪裏？我們在東方看見祂的星，特來拜祂。 

 

 

 

讀 經 ―――――――― 馬太福音二 1~2,9,11 ―――――――― 

全體：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行，直行到小孩子的

地方，就在上頭停住了。進了房子, 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

就俯伏拜那小孩子, 揭開寶盒,拿黃金乳香沒藥為禮物獻給祂。 

 

讚 美 ――――― 三位博士來自東方 (世紀頌讚 155) ――――― 

1. 博士三人來自東方，攜帶禮物獻給君王， 

經過田野、荒漠、山川，日夜跟隨星光。 

2. 在伯利恆誕新君王，獻上黃金賀祂為王， 

永永遠遠統治我們，恩澤地久天長。 

3. 獻上乳香芬芳四溢，救主恩愛萬民受益， 

祈禱、感謝、讚美、頌揚，當作馨香之祭。 

4. 獻上沒藥雖苦猶香，預示墳墓痛苦悽涼， 

憂傷、悲嘆、流血、捨身，主有得勝力量。 

 

副歌：啊！奇妙明星放光芒，燦爛無比真輝煌。 

  明星引領不斷前進，直到朝見主真光。 

 

信 息 ――――――――― 照亮世界的星 ―――――――――― 

馬太福音二 1~12 

 回應詩 ――――――― 美哉主耶穌 (世紀頌讚 100) ―――――― 

1. 美哉主耶穌，統治萬眾群生，祂是真神降世為人； 

主我所景仰，主我所尊崇，主是我靈榮樂歡欣。 

2. 美哉芳草地，郊原更加美麗，他們披服燦爛春衣， 

耶穌更清潔，耶穌更美麗，能使愁心歌頌不已。 

3. 美哉是朝暉，夜月更覺清妍，繁星燦爛嵌遍諸天， 

耶穌更輝煌，耶穌更皎潔，光華照徹天上人間。 

4. 美哉我救主！萬國萬族主宰！你是神子也是人子！ 

榮耀與尊貴，讚美與崇敬，從今到永遠全歸祢！ 

聖 餐 ――――――――――――――――――――――――――――― 張傳道 

奉獻禱告 ―――――――――――――――――――――――――――― 黃曉珊 

報 告 ――――――――――――――――――――――――――――― 謝傳道 

祝 福 ――――――――――――――――――――――――――――― 張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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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禱告 兒童崇拜 

本週 張承傳道 賀陳雋 李令德 陳宇奭 黄志成 

吕美卿 

黃曉珊 鄭勤明 

操伊倫 

 
下週 謝偉莉傳道 鄭勤明 李令德 陳宇奭 趙啟文 

楊真 

Bijan 馮姍 

操伊倫 

 家事報告 

十二月份教會的網上聚會 日期 時間 

主日學 04 11:00am – 12:00pm 
週二分享禱告小組(粵) 13, 20, 27 11:30am – 12:30pm 

週四團契 08 10:00am – 11:15am 
週五禱告會 09, 16 7:30 – 9:00pm 

週六查經班(粵) 10, 17 10:00 – 11:30am 
週日小組聚會 暫停一次 11:00am – 12:30pm 

弟兄團契（實體聚會） 11 11:00am – 12:00pm 
媽媽禱告小組 暫停一次 9:30pm – 10:30pm 

1. 本主日承蒙張承傳道蒞臨證道，不勝銘感。 

2. 今天崇拜完了之後 11時有主日學，上課鏈接已經發放在教會公告

群，懇請大家預留時間參加。 

3. 教會今年將在聖誕平安夜舉行“報佳音 送平安”的探訪活動，探

訪的對象是未信主的朋友或獨居的弟兄姐妹朋友們，願藉此探訪

把主耶穌基督福音的平安送到有需要的人的府上。若您願意被探

訪或您願意參加此次探訪事奉，請與謝傳道聯絡。 

4. 教會今年年度會友大會將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八日（週日）晚

上八時舉行。是次會友大會繼續以 Zoom 網上形式舉行，將不會

在實體地點舉行這次會議。屆時，我們會將網上會議的連結和登

入資料發放在教會的公告群內。會友們將可在網上參與投票和發

問。請大家預留時間出席。 
 

代禱事項 
1. 請為動蕩的世界局勢禱告，求主施恩憐憫保守整個世界有和平。 

2. 請爲美國在上掌權的領袖們禱告，讓他們能以真理和神所賜的智慧來

治理各樣的社會問題：如通脹，經濟衰退，槍擊暴力等，求主聖靈動

工，讓人真心悔改，歸回真道，敬畏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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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1,466 $1,923 $230 $192 $400 $100 

累計  $106,871 $92,308 $26,508 $9,231 $12,285 $2,550 

 

 
 
 
 
 
 
 
 
 
 

 

主日崇拜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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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