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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三月廿九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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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張新好姐妹已於上週四返回。
請為劉漪萍弟兄、周麗萍、魏 忻、王玉梅等姐妹的健康禱告求 神
賜恩加力。
請為張新好姐妹在香港的外甥女（3/26 做了胰腺癌手術）禱告，求
神按祂旨意保守帶領，也在看顧醫治時感動妹夫歸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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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10:45 am

主 日
Sunday
週五 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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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am –
12:00 pm

查經禱告會 Bible Study and Prayer

7: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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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幻燈片 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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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豪富弟兄

奉献： 奉獻“是出於樂意，不是出於勉強。……各人要隨心所酌定

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獻得樂意的人，是 神所喜
悅的。 [哥林多後書 9:5-7]
上周奉獻未開箱查點，下周一併公佈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303首 將你最好的獻與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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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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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首 全所有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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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 7:24，11:24；
民數記 6:2

會

眾

303首 將你最好的獻與主

參

孫

宋海直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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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 Usher:
幻燈片Slide:

孟繁捷弟兄; 主講 Sermon: 宋海直弟兄
廖翔嬪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李勝凡弟兄
馮瞻福弟兄、王錦梅姐妹
王錦梅姐妹
曾慶薇姐妹; 投影Projector: 董豪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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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Scripture

約壹 2:16

申命記 Deuteronomy 7:24; 11:24
7:24 又要將他們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就使他們的名從天下消
滅。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將他們滅絕了。
And he shall deliver their kings into thine hand, and thou shalt
destroy their name from under heaven: there shall no man be
able to stand before thee, until thou have destroyed them.
11:24 凡你們腳掌所踏之地都必歸你們,從曠野和黎巴嫩,並伯
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作你們的境界。
Every place whereon the soles of your feet shall tread shall be
yours: from the wilderness and Lebanon, from the river, the
river Euphrates, even unto the uttermost sea shall your coast
be.

民數記 Numbers 6:2
"你曉諭以色列人說： 無論男女許了特別的願，就是拿細耳人
的願 （"拿細耳"你我"歸主"的意思。下同），要離俗歸耶和華。
Speak unto the children of Israel, and say unto them, When
either man or woman shall separate themselves to vow a vow
of a Nazarite, to separate themselves unto the LORD:

信 息 提 綱
講題：參 孫
講員：宋海直弟兄

(I) 不可吃鮮葡萄; 不可挨近死屍
a. 士 14:3

創 38:1
b. 士 14:8

他父母說..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中
娶妻呢？..參孫跟他父母下亭拿去， 到了亭拿
(Shephelah) 的葡萄園，見有一隻少壯獅子向
他吼叫。
猶大離開他弟兄下去，到一個亞杜蘭
(Shephelah) 人名叫希拉的家裡去。
再下去要娶那女子，轉向道旁要看死獅，見有
一群蜂子和蜜在死獅之內，

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
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
世界來的。

(II) 遠離清酒濃酒
士 14:11

眾人看見參孫，就請了三十個人陪伴他。—>
一生單槍匹馬獨斷獨行。
傳 10:19 設擺筵席是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
傳 2:3
用酒使我肉體舒暢。
弗 5: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
士 14:14 參孫對他們說：吃的從吃者出來；甜的從強者
出來。他們三日不能猜出謎語的意思。
林前 10:12 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
雅 1:20
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

(III) 身子上榮耀 神
士 16:1
創 49:4
林前 6:19

參孫到了迦薩，在那裡看見一個妓女，就與他
親近。—> 婚姻不正常
但你放縱情慾，滾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
為你上了你父親的床，污穢了我的榻。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因為你
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
耀 神。

(IV) 不可用剃頭刀剃頭
士 16:20

大利拉說：參孫哪，非利士人拿你來了！參孫
從睡中醒來，心裡說：我要像前幾次出去活動
身體；他卻不知道耶和華已經離開他了。
明將吳三桂鎮守山海關,因李自成搶奪其愛妾陳圓圓,自開
長城門引清兵入關。

(V) 結語
羅 8:5

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隨從聖靈的
人體貼聖靈的事。
參孫預表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