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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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二月廿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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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請為劉依萍弟兄、周麗萍、魏 忻、王玉梅等姐妹的健康禱告求
神賜恩加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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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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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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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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向陽弟兄；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王錦梅姐妹
膳 食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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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69首 我每靜念那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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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首 我每靜念那十字架

390首 眾人湧進主的國度
路加福音 9:23-24
約翰福音 8:12

跟從主走各各他的道路 陳錚凱弟兄
3首 三一頌 Doxology

今日服務事工

上两周奉獻
2/08,15

February 22, 2015 9:30 am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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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幻燈片 Slide:

The Order of W orship

$1170.00
$
$600.00

領會 Worship Leader:
司琴 Pianist:
膳食 Food Preparer:
幻燈片Slide:

李勝凡弟兄; 主講 Sermon: 陳錚凱弟兄
廖翔嬪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李讃國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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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

Luke 9:23-24

23 耶穌又對眾人說,

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

跟從我。24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靈魂下同〕

架來,
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23And he said to them all, If any man will come after me, let him deny
himself, and take up his cross daily, and follow me. 24For whosoever will save his life shall lose it: but whosoever will lose his life for
my sake, the same shall save it.

約翰福音 John 8:12
12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

要得著生命的光。
12Then spake Jesus again unto them, saying,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he that followeth me shall not walk in darkness, but shall have
the light of life.

信息提綱
講題：跟從主走各各他的道路
講員：陳錚凱弟兄
一，如何寻求神的旨意
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從主的脚步
三，走主走过的道路-各各他之路
四，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五，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生命

靈修書刊摘要
基督徒與十字架（靈修心得）
基督徒都知道，耶稣為擔當世人的罪，成為被咒詛的對象，受盡侮辱和折
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十字架成了拯救的象徵、大愛和犧牲的象徵，
同時也是復活和榮耀的象徵。在世界範圍内，十字架不再是人們厭棄的殺人刑
具，它成為人們仰望的一个神聖的標誌，一個代表着捨己、犧牲、大愛、救贖
的榮耀的集合體。

十字架對基督徒来說并不陌生，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把十字架與自己個人的
生活聯繫在一起呢？耶稣说：“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
字架来跟從我。”（太 16:24）我們知道，耶稣背十字架是完成救贖的一個途
徑。“他的十字架”則是每一個跟從耶稣的人（基督徒）所背的，這個十字架
不是耶稣的十字架，而是我們個人生命更新重生所背的十字架，是我們完成生
命更新改變的一个途徑。
基督徒當他受洗歸主的那一天，就應該不是原来的自己了；原来的自己已
經與主同死同埋葬了。现在的自己應該有生命的新樣式。《聖經》羅馬書六章
説：“ 所以，我們藉着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
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着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状上與
他聯合， 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
那麼是不是受洗歸入主的基督徒都有生命的新樣式？回答是否定的。我們
很無奈的看到，多少人信主多年還活在“舊人老我”當中，肉體很强大，自我
很强大，甚至找不到明顯的新生命的果子。這真是令人遺憾和無奈的事情。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這是基督徒的生活。背十字架不一定是多麽重
大的艱難的環境，（當然也有很多神的儿女在大風大浪中接受神的試煉。但有
時基督徒的一些的患難與困苦，並不是因着主而經受的，也就不能算作十字
架。）就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們向潜藏在生命當中的邪情私欲宣戰，向自己
固有的思想觀念、處事方式，固有的價值觀念宣戰；不斷的勝過肉體和自我，
活在主所喜悦的道德原則裡，活在主喜悦的生活中，這不也是在背十字架嗎？
說說自己的一個小經歷。這些日子家里聚會完畢，我每每有一種不平安，
尤其是自己在聚會裡作了分享交流以後，這種攪擾更加厲害。昨天，我家来一
外甥，我們向他傳講主的道，他颇能接受的樣子，還拿走聖經和一些相關資料。
我心裡很高興，但夜里我怎麼也無法入睡，各種嘈雜的信息從腦子裡往外擠，
好像頭皮都给擠破了。晨起的時候，我心裡有一句清楚的話：“不經歷十字架
就不能得生命！”原来我這也算十字架吗？感谢主！主允許的，我雙手歡迎接
納！
回想信主七年的經歷，生命每一次的提升和更新，都與心裡的痛苦、矛盾、
彷徨相伴隨，在走過的歲月裡，主的手緊緊拉着我的手，每一次的得勝和長進
都是靠着主加給的能力。雖然没有經歷大的苦難，但我深信屬靈的生命中，没
有死就没有生，没有苦就没有甜，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復活和重生！
主在十字架上經歷世人無法想像的心靈與身體的痛苦折磨，這是一個捨己
犧牲的救贖，也是對世人一個呼唤，尤其對跟随他的人的一個呼唤。早在信主
之初，我怎麼也不能把自己和主的十字架聯繫在一起，覺得那不過是一個遥遠
的傳説而已。後來無意中看到《耶稣傳》，主在客西馬尼園大聲哀哭祈禱，我
深深被震撼。聖靈感動引領，主的愛開始進入我心。其實，每一個人都應該對
耶稣的十字架作出回應，每一個基督徒都必須對主的流血捨命作出回應。因為
我們因此而被救贖；而且，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們怎能
不以同樣的道路跟随主呢？
[摘自心樂靈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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