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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代禱 、動態與通知

二零一五年五月卅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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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主日,王錦梅姐妹抱病見證,在她獲悉罹癌之後,主如何親自安慰,啟示她:主
允許這麼大的病痛,突然莫名其妙的臨到她,必有祂的美意,她深信,主絕不會錯,
祂的愛也永不失色,她只有天天認罪悔改,懇求聖靈燒掉她的卑情下品,靠主的大
愛,愛人如己,「如今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感謝主,藉著姐
妹的分享,也提醒激勵我們。
3. 沈 瞳姐妹在大陸的工作已告一段落，將於下周回美，求主保守她的回程。
4. 請為王錦梅、周麗萍、魏 忻等姐妹的健康禱告求 神賜恩加力。
5. 請為外出的趙康寧、張 霞夫婦, 陳文斌、鄭聚玉夫婦祷告，求主保守與看顧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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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日
Sunday
週五 Friday

May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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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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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詩 Hymn

查經禱告會 Bible Study and Prayer

信 息 Message

7:30-9:30 pm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周向陽弟兄；
孟繁捷弟兄；
膳 食 組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招待 Usher: 王秀梅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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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668首 哈利路亞！耶稣得勝

$
$550.00
$50.00

經文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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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 告 Prayer

9:30-10:4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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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服務事工如下：

5/24

The Order of W orship

讀 經 Scripture

詩篇 Psalms 100:1-5

在聖靈裡禱告之二

報 告 Announcement
唱 詩 Hymn
默 禱 Meditation

陳品真弟兄
陳錚凱弟兄

3首 三一頌 Doxology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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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陳錚凱弟兄; 主講 Sermon: 陳品真弟兄
司琴 Pianist:
高方源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膳食 Food Preparer: 張新好、周麗萍姐妹
招待 Usher:
鄭武飛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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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 我們無法與 神交流, 因為我們是屬肉體的人, 與永生無分無關, 但如今因著信 神兒子的名, 得著權
柄作 神的兒女, 既是如此, 我們的心和靈就呼叫祂為阿爸, 父! 我們有了父的家(與 神的關係), 又有了
神的國(與聖徒間的關係), 我們不再作客旅, 乃是 神家裡的人! 這是永生的真實意義。

讀 經 Scripture
詩篇 Psalms 100:1-5
1

2

3

普 天 下 當 向 耶 和 華 歡 呼 。你 們 當 樂 意 事 奉 耶 和 華 ． 當 來 向 他 歌 唱 。你 們 當 曉 得 耶 和 華 是
4
神．我們是他造的、也是屬他的．我們是他的民、也是 他 草 場 的 羊 。當 稱 謝 進 入 他 的 門 、
5
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頌他的名。因為耶 和華 本 為 善 ． 他 的 慈 愛 、 存 到 永 遠 、
他的信實、直到萬代。

Make a joyful noise unto the LORD, all ye lands. 2Serve the LORD
with gladness: come before his presence with singing. 3Know ye that the
LORD he is God: it is he that hath made us, and not we ourselves; we
are his people, and the sheep of his pasture. 4Enter into his gates with
thanksgiving, and into his courts with praise: be thankful unto him, and
bless his name. 5For the LORD is good; his mercy is everlasting; and his
truth endureth to all generations.
1

信 息 提 綱
講題：在聖靈裡禱告之二
講員：陳品真弟兄
我們常說兩個人之間的談話,話不投機半句多（when words turn sour, more words are useless）.
在禱告的事上, 要躲避這樣的空談,免得軟弱跌倒。
什麼是禱告, 有人說,睜著眼睛說話是談天, 閉著眼睛說話是禱告,當然, 這是一句玩笑話。禱告乃
是我們按著 神的心意, 向 神情詞迫切, 傾心吐意, 神也按著祂的旨意, 向我們的心說話,在這樣”上去
下來”, ”往返之間”, 一個屬靈的人得以明白 神的旨意, 心裡生出了從 神來的安慰, 忍耐與盼望的喜樂。
我們當牢牢的記住,任何與真 神之間的交流, 都必定是雙向的, 愛的交流, 讀經禱告都必須是如此,
也都必須”在聖靈裡”, 否則便是枉然。
我們愛, 因為 神先愛了我們,真愛乃是愛與被愛才得以完全, love and to be loved is the happiest
thing in the world. 羅 5:5 “……聖靈常將 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照樣, 讀經與禱告也都建立在相同的根基上。聖經說, 聖靈引導我們明白真理, (我們在悟性中讀
經, 禱告求 神讓我們明白真理, 聖靈就引導我們進入且明白真理), 主的靈對我這麼說.., 聖靈從不自我
發表, 聖靈是 神的靈, 是主的靈, 祂絕對順服 神的旨意, 聖靈不能在聖經以外對我們說話, 因為祂是真
理的靈。
約 15:7 “你們若住在我裡面, 我的話也住在你們裡面, 凡你們所願意的, 禱告就給你們成就。”
今天的信息主題 ”在聖靈裡禱告”, 再延伸一下, ”在聖靈裡讀經”, ”在聖靈裡行事”, 以前, 一切都行
在肉體裡, 在血氣裡, 但是,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 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 ”在聖靈裡”就是”住在主裡
面”, 正如詩篇說,“像斷過奶的嬰孩在母親的懷裡!”
林後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成了新的。”
屬肉體乃是舊造的, 屬聖靈就是新造的人. 這個分別太大了, 不是多少、大小、程度上的差異, 乃
是屬性的改變, 是生命與死亡的分別。我們千萬不可輕乎此事!
約 17:3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 並祢所差來的耶穌基督, 就是永生!”
約壹 5:12 “人有了 神的兒子, 就有生命, 沒有 神的兒子, 就沒有生命。”
這生命就是永生, 永生對著你的意義為何? 永遠活著? 一個信主有盼望的人絕對說No, 因為聖經
這麼說:
羅 7:18,24,25 “我想做的我不去做, 不想做的卻一直去做, 我真是苦啊! 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
體, 感謝 神, 在基督裡就能脫離了!”
生命在乎交流與溝通, 相同的生命才能互相的交流, 傾心吐意, 過去我們與 神隔絕, 心裡與祂為

上面已經講了很多關乎”在聖靈裡”和”住在主裡面”的真理, 讓我們專心注視著今天的信息主題:在
聖靈裡禱告。
讓我們先從反面說, 哪些是”不在聖靈裡的禱告”?
約壹 2:15 眼目的情慾, 肉體的情慾, 並今生的驕傲, 都不是從父來的!
這裡明說, 有幾件事不是從父來的, 也就是說, 不屬聖靈範圍的, 若我們的禱告專注在這三件事情
上, 神必不聽! 我們也得不著祂的賞賜, 反遭 神的震怒。
詩 90:9 “我們的日子都在祢的震怒之下, 我們度盡的年歲, 好像一生嘆息!”
在聖靈裡的禱告可以用英文PRAY(禱告) 做一項分解說明如下:
P: Praise 讚美,感謝 神的心
R: Repent 悔改,認罪的心
A: Adoration 敬拜, 事奉的心
Y: Yield 順服 神旨意的心

P 讚美感謝神的心
耶和華真神,何等偉大! 造天,造地並其中一切所充滿的, 祂是我們生命, 氣息存活的掌管者, 祂為我們
預備了全備的救恩, 賜我們兒子的名份, 將永生賞給我們! 保羅說, 若有人不愛主, 這人是可咒可詛的!
詩 100:1-5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 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 神, 我們是祂造的, 也是屬祂的, 我們
是祂的民, 也是祂草場的羊,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 當讚美進入祂的院, 當感謝祂, 稱頌祂的名, 因為耶和
華本為善, 祂的慈愛存到永遠, 祂的信實直到萬代!”
讚美感謝 神乃是因著祂所是的! 不在乎我們對祂的感覺如何!

R 悔改, 認罪的心
聖潔的生活的起點, 不在乎我如何立志行事, 乃是從認罪, 悔改的心所發出來的。
聖靈常用不住的嘆息為我們禱告, Why? 因為我們的裡裡外外, 心中所思, 肉體所行, 都不合神的
心意.
約壹1: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A 敬拜, 事奉的心
敬拜 神乃是在心靈和誠實之中, 心裡尊主為大, 我靈以敬拜我的 神為樂, 事奉 神就是在 神的話
語中來見祂的面, 在祂話語光中行在 神的面前, 一個敬拜 神的人必須是蒙光照的人, 否則我們就是行
在黑暗之中, 神的話是真光, 要照在黑暗和死蔭裡, 將我們的腳步引到平安的路上!
詩 16:8-9 “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 因祂在我右邊, 我就不至動搖, 因此, 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
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啟 22:3 “祂的僕人都要事奉祂, 也要見祂的面 (事奉就是來到光中見祂的面)”

Y 順服 神旨意的心
羅 12: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查驗何為 神良善, 純全,可喜悅的旨
意。追求明白 神的旨意, 是 神兒女一生的榮耀, 需要迫切禱告, 求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聖靈幫助我們,
不只要明白, 更要有願意順服 神旨意的心。
許多人都想追求明白 神的旨意, 但是不願花時間禱告等候, 以致像聖經所說
雅 1:23-25 “因为聽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 看見, 走後, 隨即忘了
他的相貌, 唯有詳細查看那全備又使人自由的律法, 並且時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
在行出耒,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帖前 5:16~18 “要常常喜樂, 不住的禱告, 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 神在耶穌基督裡向你所定的旨意!”
在聖靈裡禱告, 為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道路, 這條路上充滿了亮光, 喜樂與恩典, 常常禱告, 不
可灰心, 時候到了, 神必為我們有預備, 因祂是耶和華以勒, 在耶和華的聖山上, 必有預備, 神從來不將
次好的賞賜給我們, 祂將最好的聖靈住在我們裡面, 願我們的靈,魂,身體都靠著祂蒙保守且得著滿足的
喜樂, 禱告要恆切, 因祂有說不盡的恩典,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