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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與通知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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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王錦梅、周麗萍、魏
忻等姐妹的健康禱告求 神賜恩加力。
3. 請為外出的趙康寧、張 霞夫婦, 陳文斌、鄭聚玉夫婦, 張新好姐妹，
和沈 瞳姐妹祷告，求主保守於看顧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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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Order of W orship

1.

主 日
Sunday
週五 Friday
5.

9:30-10:45 am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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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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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孟繁捷弟兄； 司琴 Pianist: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馮煜皓、高麗英夫婦

廖翔嬪姐妹
鄭武飛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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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奉獻箱未開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545首 禱告乃是靈中所燒聖香

May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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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序 樂 Prelude
唱 詩 Hymn

經文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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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首 何等朋友我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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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書 Jude 17-25

會

眾

在在聖靈裡禱告

Br. Lucio

禱 告 Prayer
唱 詩 Hymn
讀 經

545首 禱告乃是靈中所燒聖香

Scripture

信 息 Message
報 告 Announcement
唱 詩 Hymn
默 禱 Meditation

李勝凡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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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勝凡弟兄; 主講 Sermon: Br. Lucio Aguirre
高方圓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馮健敏、周麗萍姐妹
王 梅姐妹
曾慶薇姐妹; 投影 Projector: 董豪富弟兄

41-21 Elbertson St. Elmhurst, NY 11373
Tel: 347 757 4122 www.nycahome.org

讀 經 Scripture

二、末世裡的禱告

猶大書 Jude 17-25

A、在末世的日子裡，要驚醒不在靈裡絆倒，“要人常常禱告，不可
灰心”（路18:1，8）。
B、禱告是末世的解藥，是靈裡的造就，及與神建立長青永存的關係。
C、末世裡的奇妙應許，“你們要時時驚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
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路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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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要紀念我們主耶穌基督之使徒從前所說的話. 18他們
19
曾對你們說過、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 這
20
就是那些引人結党、屬乎血氣、沒有聖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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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有些人存疑心、你們要憐憫他
們. 23有些人你們要從火中搶出來搭救他們.有些人你們要存懼怕的心憐憫
他們.連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當厭惡。 24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叫你們無
25
瑕無疵、歡歡喜喜站在他榮耀之前的、我們的救主獨一的 神、 願榮耀、
威嚴、能力、權柄、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與他、從萬古以前、並現今、
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17

But, beloved, remember ye the words which were spoken before of the
18
apostle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How that they told you there should be
mockers in the last time, who should walk after their own ungodly lusts.
19
These be they who separate themselves, sensual, having not the Spirit.
20
But ye, beloved, building up yourselves on your most holy faith, praying
21
in the Holy Ghost, Keep yourselves in the love of God, looking for the
22
mercy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unto eternal life. And of some have
23
compassion, making a difference: And others save with fear, pulling
24
them out of the fire; hating even the garment spotted by the flesh. Now
unto him that is able to keep you from falling, and to present you faultless
25
before the presence of his glory with exceeding joy, To the only wise God
our Saviour, be glory and majesty, dominion and power, both now and
ever. Amen.

信 息 提 綱
講題：在聖靈裡禱告
講員：Br. Lucio Aguirre
一、導讀
A、猶大的信息關乎主耶穌的第二次到來。
B、六次提到末世的“不敬虔的”，即不活在主裡和背離神的人。
C、基督徒要如何在末世的日子裡行神的道，即“在至聖的真道上造
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猶20）。

三、在聖靈裡
A、禱告要“在聖靈裡”。
B、不只是宗教行為 。
C、我們禱告，一定要建立在與聖靈的每日交通中。
D、其中包括：
1. “被聖靈引導”（羅8:14）。
2. “順著聖靈而行” （加5:16）。
3. “聖靈的感動”（林二13:14）。
四、不敬虔
A、不敬虔的光景是“屬乎血氣，沒有聖靈的人”（猶19）。
B、在末世的日子裡，屬世的與一切屬靈的背道而馳。
C、在教會裡也數見不鮮（這裡指那些離經背道之人）（猶19）。
D、藉著“在聖靈裡禱告”，在主耶穌的第二次來時得勝。
路加福音 18:1
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路加福音 18:8
我告訴你們，要快快的給他們伸冤了。然而，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
世上有信德嗎？」
路加福音 21:36
你們要時時警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
立在人子面前。」
羅馬書 8:14
因為凡被 神的靈引導的，都是 神的兒子。
加拉太書 5:16
我說，你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
哥林多後書 13: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