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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五月廿四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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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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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張新好姐妹兩週旅遊後平安返回，週五已參加查經禱告會。
會堂電話號碼已恢復原號 718 424 3990，謹請注意。
請為王錦梅、周麗萍、魏
忻等姐妹的健康禱告求 神賜恩加力。
請為外出的趙康寧、張 霞夫婦, 陳文斌、鄭聚玉夫婦和沈 瞳姐妹祷告，求
主保守與看顧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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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日
Sunday
週五 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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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事工。下周主日（5/31）服務事工如下：
陳錚凱弟兄； 司琴 Pianist: 高方源姐妹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鄭武飛弟兄
張新好、周麗萍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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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兩周奉獻
5/10, 17

May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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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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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

查經禱告會 Bible Study and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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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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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孟繁捷弟兄; 主講 Sermon: 劉漪萍弟兄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膳食 Food Preparer: 馮煜皓、高麗英夫婦
招待 Usher:
王玉梅姐妹
幻燈片和投影 Slide & Projector:曾慶薇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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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Scripture
士師記 Judges 7:1-9
1

耶路巴力、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隨的人、早晨起來、在哈律泉旁安營．米甸營在他們北
2
邊的平原、靠近摩利岡。 耶和華對基甸說、跟隨你的 人過多、我不能將米甸人交在他們手
3
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誇大、說、是我們自己的手救了 我們。 現在你要向這些 人 宣 告 說 、
4
凡懼怕膽怯的、可以離開基列山回去．於是有二萬二千人回去．只剩下一萬。 耶和華對基
甸說、人還是過多．你要帶他們下到水旁、我好在那裡為你試試他們．我指點誰說、這人
5
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點誰說、這人不可 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 基甸就
帶他們下到水旁．耶和華對基甸說、凡用舌頭餂水、像狗餂的、要使他單站在一處．凡跪
6
7
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單站在一處。 於是用手捧著餂水的有三百人．其餘的都跪下喝水。
耶和華對基甸說、我要用這餂水的三百人拯救你們、將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餘的人、都
8
可以各歸各處去。 這三百人就帶著食物和角．其餘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發他們各歸各的
9
帳棚、只留下這三百人。米甸營在他下邊的平原裡。 當那夜耶和華吩咐基甸說、起來、下
到米甸營裡去．因我已將他們交在你手中。
Then Jerubbaal, who is Gideon, and all the people that were with him, rose up early, and
pitched beside the well of Harod: so that the host of the Midianites were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m, by the hill of Moreh, in the valley. 2And the LORD said unto Gideon, The people
that are with thee are too many for me to give the Midianites into their hands, lest Israel
vaunt themselves against me, saying, Mine own hand hath saved me. 3Now therefore go
to, proclaim in the ears of the people, saying, Whosoever is fearful and afraid, let him
return and depart early from mount Gilead. And there returned of the people twenty and
two thousand; and there remained ten thousand. 4And the LORD said unto Gideon, The
people are yet too many; bring them down unto the water, and I will try them for thee
there: and it shall be, that of whom I say unto thee, This shall go with thee, the same shall
go with thee; and of whomsoever I say unto thee, This shall not go with thee, the same
shall not go. 5So he brought down the people unto the water: and the LORD said unto
Gideon, Every one that lappeth of the water with his tongue, as a dog lappeth, him shalt
thou set by himself; likewise every one that boweth down upon his knees to drink. 6And
the number of them that lapped, putting their hand to their mouth, were three hundred
men: but all the rest of the people bowed down upon their knees to drink water. 7And the
LORD said unto Gideon, By the three hundred men that lapped will I save you, and deliver
the Midianites into thine hand: and let all the other people go every man unto his place.
8
So the people took victuals in their hand, and their trumpets: and he sent all the rest of
Israel every man unto his tent, and retained those three hundred men: and the host of
Midian was beneath him in the valley. 9And it came to pass the same night, that the LORD
said unto him, Arise, get thee down unto the host; for I have delivered it into thine hand.
1

信 息 提 綱
講題：基甸的得胜
講員：劉漪萍弟兄
一、基甸的耶和華沙龍(Jehovah-Shalom) (士 6:24) 的屬靈經歷
1．相信 神同在的重要。
2．相信自己的不可信。
3．相信 神恩典的可靠 （爭戰的人、利器和方法）。

二、時代背景
1.
2.
3.
4.

以色列人沒有武器 (士 5:8) ─ 對外不能抵擋仇敵, 只好任其蹂躪。
以色列人沒有糧 (士 6:11) ─ 對己不能維持生命。
神的話即是武器。
基甸不在麥場、而在酒醡裡打糧, 因敵人的勢力囂張。

三、爭戰的人
1. 屬世的事, 人愈多愈好; 屬靈的事, 不是講究數目多寡, 而是講究是否有合
乎主用的人。
2. 不懼怕、不膽怯 (士 6:3) (三萬二千人剩下一萬人)
3. 用手捧著餂水 (士 6:7) (一萬人剩下三百人)
(1) 水是人身體所需要的東西 (沒有水喝, 比沒有飯吃更嚴重) 。
(2) 跪下喝水, 是為著能喝得痛快。
(3) 用舌頭餂水, 一方面是他們只要喝一點就夠了。

四、爭戰的利器(士 6:16)
1. 從前的號就是角(民 10:1~2), 號是用來招聚會眾,並帶領會眾起行。
2. 角 ─ 吹角象徵宣告神的話 (賽 58:1~2);神的話有兩種功用︰招聚眾信
徒, 帶領眾信徒 (走漫長的世途,需神的話來帶領)。
(1) 神的話是聖靈的寶劍 (弗 6:17) 。
(2) 神的話比兩刃的劍更快 (來 4:12)。
(3) 弟兄勝過祂,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 ─ 即所宣告 神的
話(啟 12:11) 。
(4) 神的話帶領信徒過屬靈的生活。
3. 空瓶 ─ 就是瓦器 (林後 4:7~10), 象徵信徒的肉身和魂生命, 瓦器很脆
弱, 經不起打擊。
(1) 神說︰我可以差遣誰呢? 誰肯為我們去呢(賽 6:8)? 神需人配搭合
作。
(2) 將身體獻上, 當作活祭, 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當然的 (羅 12:1) 。
(3) 空瓶就是裡面有空間, 有容量, 意即須要倒空 (腓二章講耶穌的倒空
4. 火把 ─ 象徵內住的靈 ...
(1) 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 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
滿(徒 2:3~4)。
(2) 雲柱、『火柱』─ 象徵聖靈 (出 13:22)。
(3) 不是倚靠勢力, 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亞 4:6) 。
(4) 聖靈降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徒 1:8) 。

五、爭戰的方法(士 6:20)
1. 吹角
(1) 要懂得取用神的話 (太 4:1~11)
(2) 平時就要把基督的話, 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 (西 3:16) 。
2. 打破空瓶 ─ 表示犧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1) 打破玉瓶才能把膏倒出來 (可 14:3) 。
(2) 屬靈爭戰的秘訣在於否認己。
3. 拿出火把 ─ 若缺少聖靈, 講 神的道也打不動人的心 。
(1) 在靈裡禱告 (猶 20) 。
(2) 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 (羅 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