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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基督徒會堂

靜 默

唯耶和華在衪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衪面前肅敬靜默。

主 日 敬 拜 程 序

哈巴谷書 2:20

感 恩、代 禱 與 通 知
1.

2.

3.
4.
5.

感謝 神，我們能共同聚集在會堂敬拜讚美主。 請將這一個多小時
的時間分別為聖， 專心敬拜 神。 為聚會的神聖及嚴肅性，請勿隨
意進出。請將手機改為振動式。謝謝！
劉依萍弟兄、王玉梅姐妹已於上週二出院回家休養，盼為他們禱告
願主賜恩加力保守他們身心平安，早日康復回到 神的家與我們共
同敬拜。
馬美德姐妹的追思會將於今日下午2 點半在中央殯儀館舉行，如有
感動請參加將神的愛使其親屬親自感受。
請為周麗萍、魏 忻姐妹的健康禱告賜恩加力。
求 神在我們各種聚會中與我們同在，使我們眾人同感一靈齊心
敬拜，靈命澆灌日日更新。 也求聖靈動工，讓更多的人來參加主
日敬拜、主日學和查經班 (查經班因冬季氣候惡劣暫停)。
9:30-10:45 am

主 日
Sunday
6.

11:00 am –
12:00 pm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成人主日學 Adult Sunday School
英語主日學 English Sunday School
青年主日學 Youth Sunday School
兒童主日學 Children Sunday School

感謝 神讓祂的兒女能為教會事工服務，願聖靈動工有更多的弟兄姐
妹參與各項事工。下周主日（2/22）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幻燈片 Slide:

陳錚凱弟兄；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王錦梅姐妹
李讃國弟兄
曾慶薇姐妹； 投影 Projector:
沈 瞳姐妹

奉献：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粮，以此試
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户，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
容。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瑪拉基書 3:10]
上周奉獻未開箱點查。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390首 眾人湧進主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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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題: …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

保守自己常在 神的愛中、仰望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猶

序 樂 Prelude
唱 詩 Hymn

經文詩歌
390首 眾人湧進主的國度

20-21]

司

琴

會

眾

領

會

禱

告 Prayer

唱

詩 Hymn

404首 與祢合一

會

眾

讀

經 Scripture

猶大書 1:17-21

會

眾

信

息 Message

報

告 Announcement

唱

詩 Hymn

默

禱 Meditation

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Br. Aguirre

孟繁捷弟兄
3首 三一頌 Dox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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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司琴 Pianist:
膳食 Food Preparer:
幻燈片Slide:

李勝凡弟兄; 主講 Sermon: Br. Aguirre
廖翔嬪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春 節 愛 宴; 招待 Usher:
王錦梅姐妹
曾慶薇姐妹; 投影 Projector: 沈 瞳姐妹

41-21 Elbertson St. Elmhurst, NY 11373
Tel: 718-424-3990 www.nycahome.org

讀 經 Scripture
猶大書 Jude 1:17-21
17親愛的弟兄阿、你們要記念我們主耶穌基督之使徒從前所說的話．
18他們曾對你們說過、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不敬虔的私慾

而行。19這就是那些引人結黨、屬乎血氣、沒有聖靈的人。20親愛的
弟兄阿、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21保守
自己常在 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
17But,

dear friends, remember what the apostle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foretold. 18They said to you, "In the last times there will be
scoffers who will follow their own ungodly desires." 19These are the
men who divide you, who follow mere natural instincts and do not
have the Spirit. 20But you, dear friends, build yourselves up in your
most holy faith and pray in the Holy Spirit. 21Keep yourselves in
God's love as you wait for the mercy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o
bring you to eternal life.

信息提綱
講題：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講員：Br. Lucio Aguirre

一、導讀
A、《猶大書》是對判教或背離真道之人的警戒。
B、教會被恩招真理與啟示，“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
力的爭辯。” （猶 1:3）
C、持守真道，腳步不離。
D、有人離棄了真道 。（猶 1:4-19）

二、判教與基督的再來
A、整封書信針對主耶穌的再來。
B、經文中指出主耶穌的再來是末世的日子。
C、經文重點講述了判教者的性情與行為。
D、如何才能持守真道？
E、“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猶
1:20）
F、猶大書 1:20 的“卻”字突出了與判教者行徑的對比。

三、信心之路 － 藉著神的話語
A、核心信息，“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B、“信心”意旨完全的真理，和聖靈給教會的啟示 。（猶 1:3）
C、神的話語。
D、基督徒的生命，“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太 4:4）
E、不是倚靠智慧。
F、“信心”不是倚靠客觀事實，而是藉著接受真理、信靠真理
及順服真理。

四、造就
A、不是僅憑著表面的信心。
B、必須有生命的更新、增長與造就。
C、主耶穌的再來是收割的日子，那日要收割成熟的果子。
D、如此的屬靈功課保守我們不離真道。

靈脩書刊摘要
不斷改造自己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却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 ESV 英文
標準版的翻譯中，“造就”這個詞，翻譯是用進行時態，也就表明這個屬
靈的工程是在不斷地建造。什麽時候結束，什麼時候完成驗收？—這個屬
靈的工程乃是一生的工程，最终要交給神來驗收的。保羅在腓立比書 3 章
12-14 節那裏勸勉我們説：“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
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穌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
己已經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着標杆直
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来得的獎賞。”保羅表明，他一直在
努力建造自己的屬靈工程，直到神來驗收這個工程，直到他得到 神的獎賞。
弟兄姊妹，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3 章 13-15 節那裏告訴我們説：“各人的工
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来，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 人的
工程怎樣。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人的工
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却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裡經過
一樣。”弟兄姊妹，有一天我們要面見 神，我們要把我們的人生大樓—屬
靈的工程交给 神去檢驗。猶大告訴我們説：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却要在至
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盼望我們能够明白主的聖道，有全備的道在我們的
裡面，讓主的道深深地往下扎根，向上開花结果。讓主的道成為我們的力
量，隨時的幫助。主的道我們要謙卑領受、晝夜思想，在生活中實踐遵行，
使我們和我們的家人及我們一切所有的，都蒙主的賜福。阿們！
[摘自基督福音網楊樂譽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