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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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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瞳姐妹回國後已有最新信息，由於離美前受流感之恙，回國後膝蓋半
月板舊傷發作，又不慎跌倒。經修休養後好轉。已準備開展工作。求主
保守帶領給力，得以早日痊愈。
3. 請為劉劉漪萍弟兄、周麗萍、魏 忻、王玉梅等姐妹的健康禱告求 神賜
恩加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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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 Friday

11:00 am –
12: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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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9:30 pm

查經禱告會 Bible Study and Pray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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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陳錚凱弟兄；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王錦梅姐妹

膳食 Food Preparer:

张

幻燈片 Slide:

曾慶薇姐妹；

投影 Projector:

董豪富弟兄

霞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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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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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660.00
$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300.00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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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之處

主 日 敬 拜 程 序
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The Order of W orship
March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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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詩歌

唱 詩 Hymn

8首 讚美我主,全能主神

禱 告 Prayer
唱 詩 Hymn

274首 更高之處
猶大書 20-21，
歌羅西書 2:6-10

讀 經 Scripture
信 息 Message

我們既然接受基督,
就當向上建造

報 告 Announcement
唱 詩 Hymn
默 禱 Med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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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經 Scripture



猶大書 Jude 20-21



我們的經驗並不相同，保羅提供一個如何向上建造的鑰匙—“既然
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當尊祂而行。”（西 2:6）
長進和建造的方法 一 如起初如何接受基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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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But you, my loved ones, building yourselves up on your most
holy faith, and making prayers in the Holy Spirit, 21Keep yourselves in the love of God, looking for life eternal through the
mercy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2. 尋求




3.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7 在他裡面生根
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
8
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
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9 因為 神
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10 你們在他
裡面也得了豐盛。他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6
As, then, you took Christ Jesus the Lord, so go on in him,
7
Rooted and based together in him, strong in the faith which
the teaching gave you, giving praise to God at all times. 8Take
care that no one takes you away by force, through man's
wisdom and deceit, going after the beliefs of men and the
theories of the world, and not after Christ: 9For in him all the
wealth of God's being has a living form, 10And you are
complete in him, who is the head of all rule and authority.

聖靈的定罪 （约 16:8）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2:6-10
6

4.

我們感覺需要且渴望得着更多。
神對尋求祂的人的回應（路 11:8-13）
世界會說：满于現狀就够了。
對我們而言，在生活中我們要更多的尋求神。

個人的經驗 — 聖靈顯明我們裡面的罪。
世界會說：跟别人比，你算不错了。
對我們而言，我們藉着聖靈的感動成長：悔罪及尊主為大。

啟示 — 神把基督啟示给我們 （太 16:15-17）





當神啟示我們某件事時，我們就知道它，並認識祂 （约 3:7-8）
啟示是一時的，但價值却是永遠的。
世界會說：認識耶稣和祂的教訓，跟隨大家走就對了。
對我們而言，持續的啟示才是我們得以向上建造的憑藉。
（西 2:2-3）
耶穌—救主/基督—彌賽亞/主—是我一生的

5. 我們的回應： 相信/接受/决定/委身







當神把耶稣啟示给我們時，我們如何回應？ 我們相信。
世界會說： 没有相信的必要，只要做實際/心里的决定，隨俗就好。
當我們成長時，神要我們在信心裡，回應祂所啟示我們的。
例如—把耶稣視為我新生命的主，以降服和信任作為回應。
例如—看到基督，也許要求我們用不同的態度和方式禱告。
主最近如何啟示你？祂要你如何用信心回應？

6. 住在聖靈裡





信 息 提 綱
講題：我們既然接受基督,就當向上建造
講員：Br. Maurice Geeslin
1. 引言





我們的主題經文 — 在信心裡向上建造
如何向上建造
我們期望初信者如何長進 — 藉着知識和經驗
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西 2:8）
-2-

7.

神给我們聖靈 （路 11:13, 约 14:16-18）
使我們信靠，愛，有信心； 持續向我們啟示基督。
世界會說，多多效法成功的人的經驗。
對我們而言，我們靠着内住的聖靈，得以向上建造。

結論 （西 2:6-10）
所以保羅提醒我們向上建造，是用起初接受基督的方式。我們愈尋
求，就愈多認罪和悔改，從而帶來愈多的啟示。對祂所啟示我們的，我
們用信心回應，靠聖靈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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