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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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基督徒會堂
主 日 敬 拜 程 序

哈巴谷書 2:20

二零一五年四月廿六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感恩、代禱 、動態與通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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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堂從本主日起準備用幾周主日崇拜前播放“溫馨提示”，希望全體會眾為我堂建
立一個肅敬和靜默的氣氛共同努力。

3. 王錦梅姐妹已拔除吸肺水的導管，開始服藥治療，求神施大能保守加力，看顧熱心愛
主的姐妹，也求主給馮弟兄力量協助姐妹渡過主給的磨練。

4. 請為外出的趙康寧、張 霞夫婦、張新好姐妹、周向陽弟兄、沈 瞳姐妹求主繼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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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自己常在 神的愛中、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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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保守他們的行蹤。

5. 請為周麗萍、魏 忻等姐妹的健康禱告求 神賜恩加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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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主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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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主日學
英語主日學
青年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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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9:30 pm

查經禱告會 Bible Study and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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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Sunday School
Youth Sunday School
Children Sunda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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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 告 Prayer
唱 詩 Hymn

295首 我今轉身背向俗世

讀 經 Scripture

猶大書 20-21

信 息 Message

屬靈生命的建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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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周向陽弟兄；
李勝凡弟兄；
膳 食 組

司琴 Pianist:
招待 Usher:

高方源姐妹
王玉梅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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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前的溫馨提示
背景音樂：聖哉、聖哉、聖哉

唱 詩 Hymn

陳錚凱弟兄
3首 三一頌 Doxology

默 禱 Med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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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會 Worship Leader: 陳錚凱弟兄;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膳食 Food Preparer: 周麗萍姐妹;
幻燈片和投影 Slide & Projector:

主講 Sermon: 盧颖桓弟兄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洪少曦姐妹
曾慶薇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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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Scripture
猶大書 Jud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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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But ye, beloved, building up yourselves on your most holy faith,
praying in the Holy Ghost, 21Keep yourselves in the love of God, looking
for the mercy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unto eternal life.

靈修書刊摘要
檢測屬靈生命狀況
什麼是屬靈生命?簡單地說, 這是基督徒重生後的生命。但我們怎麼知
道自己屬靈生命是健壯呢?王明道先生曾經為屬靈生命的素質列出一些條
件以供參考、讓我們從這測驗表來檢討自己的屬靈生命的狀況。
一、 勤于祈禱抑或怠于祈禱?
屬靈生命健康的跡象之一是對禱告的態度。正如歌羅西書 3:1所言:「所
以, 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 就當求在上面的事; 那裡有基督坐在神
的右邊」。耶穌也提醒門徒:「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你們心
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太 26:41)。 我們會因肉體上的軟弱(疲
累、疾病等)或事物, 沒有時間禱告或給忘了。另一個攔阻是罪。罪如
癌細胞一般,它將最終把禱告的心志給吞吃掉。禱告是需要紀律與警醒
之心。 若能在生活中規定一些特別的時間與 神交通是一種好的紀
律。讓我們的禱告成為一種靈裡的享受及安息, 暫時卸下世上一切的
纏累, 獨自享受與主獨處的時間。
二、 讀經有味或讀經乏味?
常常讀經是基督徒應有的習慣。 然而為什麼有時津津有味,有時極度
乏味呢? 我們可稍微檢討讀經的方法。擁有讀經計畫使人更有方向, 更
有自由控制自己的去向, 免了迷失的壓力。讀經可分成主要的三種方
式。
1. 快讀聖經走馬看花,只注重書卷的主要分段與教導,好對整章或整
個書卷有個概念。
2. 靈修式的讀經, 比較注重讀經的心得。
3. 查經式的讀經。
不同讀經的方式帶來不同果效,讀經需多思考,把經文真正的意思全
然給推敲出來。 不但如此,讀經最重要的目的乃是要應用。此外, 我們
要存著一顆謙卑與渴慕的心來讀 神的話語。正如約翰一書 2:27所教
導:「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裡,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

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 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們要按這恩膏
的教訓住在主裡面」。讓我們的生命被 神的話語所影響與塑造, 那麼,
讀經將是一生回味無窮的經歷。
三、 完全依靠或憂慮多疑?
基督徒的生命是個信心的生命。神是一位守約施慈愛的 神, 祂必定會
按著所應許的帶領祂的兒女，也會仔細看顧我們一切的需要。無論 神
把我們置在任何境遇裡,祂都有自己美好的旨意,正如祂對待以色列人
一樣:「你也要紀念耶和 華你的 神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是要苦煉
你, 試驗你, 要知道你心內如何,肯守他的誡命不肯」(申 8:2)。 當我們
越經歷 神的信實與保守時,我們的心便越安穩,如同詩篇131篇2節所
說:「我的心平穩安靜,好像斷過奶的孩子在他母親的懷中;我的心在我
裡面 真像斷過奶的孩子」。讓我們憑著信心, 繼續靠 神的恩典, 在屬
靈生命上長進, 更上一層樓。
四、 愛世物過於愛主或愛主過於一切?
人們常把次序顛倒了,把物質視為 神看待而把神置於一旁。 其實 神
老早已透過摩西提醒即將進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你要謹慎,免得忘
記耶和華你的神,不守他的誡命、典章、律例,……(申 8:11)。當人們物
質享受越來越豐富的時候, 人的時間與心便漸漸被物質所佔有。 ……
在世上追求更多的物質享受,(就會) 犧牲與 神親近的時間。 使徒約翰
曾警戒當時的信徒道:「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愛世界,愛父
的心就 不在他裡面了。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欲,眼目的情
欲,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約一 2:15-16)。
雖然我們在世上的生命是不能與物質分離, 但我們總要把主放在一切
之上, 常常近親祂, 預備隨時為祂舍去一切。
五、 與罪妥協或抗拒恨惡罪惡?
罪就是任何違背神律法標準的行為。 有些罪是顯而易見的,然而有些
罪卻是較難發現的,例如嫉妒、貪心、淫念等。 有些舉止是世人所接
納的,但在 神標準的律法下是罪,就如賭博是合法化的,但按聖經的教
導卻是一種貪心的表現,也是使人受捆綁的罪。人對罪的觀念會因世界
的價值觀及周遭的薰染而有所改變。 我們對罪的敏感性會因周遭的環
境而漸漸減少了,甚至完全失去它因此基督徒要在神的面 前存著一顆
無虧的良心是十分重要的,正如使徒保羅如此說:「我因此自己勉勵,對
神對人,常存無虧的良心」(徒 24:16)。 我們有否常常以 神的話語做
為我們生活道德的準則? 我們有否在犯罪的第一時間認罪悔改? 我們
有否常常求告 神的靈照亮我們心中的每一個角落? 當別人從旁教唆
我們犯罪的時候,我們有否抵擋?我們有否在一切的事上討 神的喜悅?
[摘自活水泉基督教會網站 黄志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