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 敬

紐約基督徒會堂

靜 默

主 日 敬 拜 程 序

唯耶和華在衪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衪面前肅敬靜默。
哈巴谷書 2:20

感 恩、代 禱 與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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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四送走最後一場冬雪後，週五晚上恢復了例行的查經禱告會，開始學
習路加福音。盼眾弟兄姐妹除了參加聚會、禱告、每日讀經外，能參加查
經禱告會，彼此交通靈命得到灌注長進。
3. 沈瞳姐妹上週五晚因公出差赴長春開展工作，為期三個月，求神保守她路
途平安，在工作中帶領祝福，而且在工作中有美好見證傳好福音，二者碩
果累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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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弟兄姐妹理解和尊重他們的隱私和休養及復健，以電郵代替探訪和
電話慰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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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9:30-10:45 am

主 日
Su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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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am –
12:00 p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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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服務事工如下：

二零一五年三月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The Order of W orship
March 8, 2015 9:3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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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翔嬪姐妹

招待 Usher:

王錦梅姐妹

報 告 Announcement

膳食 Food Preparer:

李讃國弟兄

幻燈片 Slide:

曾慶薇姐妹；

投影 Projector:

董豪富弟兄

唱 詩 Hymn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320首

跟隨、跟隨

$610.00
$
0

眾

領

會

會

眾

會

眾

跟隨、跟隨

重生的跟從者

司琴 Pianist: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會

信 息 Message

孟繁捷弟兄；

3/1

315首 跟從我

约翰福音 John 3:1-5 等

李勝凡弟兄；

上周奉獻

琴

讀 經 Scripture

翻譯 Trans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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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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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經 Scripture
约翰福音 John 3:1-5
1

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猶太人的官。2這人夜裏來見耶穌、說、拉比、我們知道你
是由 神那裏來作師傅的．因為你所行的神蹟、若沒有 神同在、無人能行。3耶穌回答說、我實
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 神的國。4尼哥底母說、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
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麼。5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 神
的國。
1
There was a man of the Pharisees, named Nicodemus, a ruler of the Jews: 2The same came to
Jesus by night, and said unto him, Rabbi, we know that thou art a teacher come from God: for no
man can do these miracles that thou doest, except God be with him. 3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thee, Except a man be born again, he cannot see the kingdom of
God. 4Nicodemus saith unto him, How can a man be born when he is old? can he enter the second
time into his mother's womb, and be born? 5Jesus answered,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thee, Except
a man be born of water and of the Spirit, he cannot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以西结書 Ezekiel 36:25-26
25

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棄掉一切
的偶像。26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
你們肉心。
25
Then will I sprinkle clean water upon you, and ye shall be clean : from all your filthiness, and
from all your idols, will I cleanse you. 26 A new heart also will I give you, and a new spirit will I put
within you: and I will take away the stony heart out of your flesh, and I will give you an heart of
flesh.

羅馬書 Romans 8:2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2
For the law of the Spirit of life in Christ Jesus hath made me free from the law of sin and death.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3:3-4
3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 神裏面。4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
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3
For ye are dead , and your life is hid with Christ in God. 4When Christ, who is our life, shall
appear , then shall ye also appear with him in glory.

約翰福音 John 3:6-9
6

7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
我說、你們必須重生、你不要以為希奇
8
（驚奇）。 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那裏來、往那裏去．凡從聖
9
靈生的、也是如此。
尼哥底母問他說、怎能有這事呢。
6
That
which
is
born
of
the flesh is flesh; and that which is 8born of the Spirit is spirit.
7
Marvel not that I said unto thee, Ye must be born again. The wind bloweth where it
listeth, and thou hearest the sound thereof, but canst not 9tell whence it cometh, and
whither it goeth: so is every one that is born of the Spirit. Nicodem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How can these things be?

信 息 提 綱
講題：重生的跟從者
講員：曾裕榮牧師
一、 前言
二、 暗中摸索
三、 耶穌用光來引導
四、 耶穌在光中提示（續）
耶穌對尼哥底母問“怎能有這事呢”的回答： 約 3:10 耶穌回答說、你是以色列人的
先生、還不明白這事麼。

約 3:11
約 3:12
約 3:13
約 3:14
約 3:15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我們所說的、是我們知道的、我們所見證的、是我們見過
的．你們卻不領受我們的見證。
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你們尚且不信、若說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裏面得永生〕

五、約 3:10耶穌回答說、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還不明白這事麼。
（一）從以色列的歷史看「怎能有這事？」：因舊生命的無法可救
（A）神的警戒與預言
申 31:16 耶和華又對摩西說、你必和你列祖同睡．這百姓要起來、在他們所要
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隨從外邦神行邪淫、離棄我、違背我與他
們所立的約。
申 31:17 那時我的怒氣必向他們發作、我也必離棄他們、掩面不顧他們、以致
他們被吞滅．並有許多的禍患災難臨到他們、那日他們必說、這些禍
患臨到我們、豈不是因我們的 神不在我們中間麼。
（B）摩西預言：申31:26～29
申 31:26 將這律法書放在耶和華你們 神的約櫃旁、可以在那裏見證以色列人
的不是．
申 31:27 因為我知道你們是悖逆的、是硬著頸項的、我今日還活著與你們同
在、你們尚且悖逆耶和華、何況我死後呢。
申 31:28 你們要將你們支派的眾長老和官長都招聚了來、我好將這些話說與他
們聽、並呼天喚地見證他們的不是。
申 31:29 我知道我死後你們必全然敗壞、偏離我所吩咐你們的道、行耶和華眼
中看為惡的事、以手所作的惹他發怒、日後必有禍患臨到你們。
（1）既知以色列人會學外邦人立王，就預先告訴他們如何立王
撒上 8:7 耶和華對撒母耳說、百姓向你說的一切話、你只管依從、因為
他們不是厭棄你、乃是厭棄我、不要我作他們的王。
申 17:14 到了耶和華你 神所賜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時候、若說、
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圍的國一樣。
申 17:15 你總要立耶和華你 神所揀選的人為王．必從你弟兄中立一人、
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為王。
申 17:16 只是王不可為自己加添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為要加
添他的馬匹、因耶和華曾吩咐你們說、不可再回那條路去。
申 17:17 他也不可為自己多立妃嬪、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為自己多
積金銀。
申 17:18 他登了國位、就要將祭司利未人面前的這律法書、為自己抄錄
一本、
申 17:19 存在他那裏、要平生誦讀、好學習敬畏耶和華他的 神、謹守
遵行這律法書上的一切言語、和這些律例．
申 17:20 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氣傲、偏左偏右、離了這誡命．這樣、他和
他的子孫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國位上年長日久。
（2）既知以色列人一定會亡國被擄，就告訴他們，亡國被擄以後怎麼能回來。
申 30:2 你和你的子孫、若盡心盡性歸向耶和華你的 神、照著我今日
一切所吩咐的聽從他的話、
申 30:3 那時、耶和華你的 神必憐恤你、救回你這被擄的子民、耶和
華你的 神要回轉過來、從分散你到的萬民中、將你招聚回來。
申 30:4 你被趕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華你的 神也必從那裏將
你招聚回來。
（C）預言的應驗
耶 7:25自從你們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僕人眾先知、到
你們那裏去、每日從早起來差遣他們‧（耶 7:26～34）
代下 36:15耶和華他們列祖的 神因為愛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從早起來
差遣使者去警戒他們。
代下 36:16他們卻嘻笑 神的使者、藐視他的言語、譏誚他的先知、以致耶和
華的忿怒向他的百姓發作、無法可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