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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四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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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聖， 專

The Order of W 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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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訊 — 曾慶薇姐妹將於六月廿七日與邱烔恆弟兄舉行結婚大典共證主恩，求 神祝福和
保守他們結為一體後的歲月,並祝願他們能共同事奉主,作出美好的榮神益人的見證。

3. 請為王錦梅、周麗萍、魏 忻等姐妹的健康禱告,求 神賜恩加力。
4. 請為外出的趙康寧、張 霞, 謝壽燁、許瑾妮，鄭武飛、廖翔嬪夫婦，温怡袭姐妹和施旭曦

Jun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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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禱告，求主保守與看顧他們。

5. 下周主日（6/21）午餐為慶祝父親節，請各人（戶）準備拿手佳餚在愛餐分享。
6. 下半年愛餐事奉希眾弟兄姐妹踴躍參與，如單人希望有人搭配，可在簽名時在姓名旁以
文字或符號表示，我們會協助調配。簽名紙已張貼在佈告欄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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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禱告會 Bible Study and Pray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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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孟繁捷弟兄； 司琴 Pianist: 高方源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王玉梅姐妹
膳食 Food Preparer:
父親節愛餐
幻燈片和投影 Sli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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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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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0.00
$300.00

序 樂 Prelude
唱 詩 Hy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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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 告 Prayer
唱 詩 Hymn

320首

讀 經

约翰福音 John 3:1-9

Scripture

信 息 Message

跟隨、跟隨

重生的跟從者 ( 五 之 五 ) 曾裕榮牧師

報 告 Announcement
唱 詩 Hymn
默 禱 Meditation

陳錚凱弟兄
3首 三一頌 Dox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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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陳錚凱弟兄; 主講 Sermon: 曾裕榮牧師
司琴 Pianist:
高方源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膳食 Food Preparer: 馮煜皓、高麗英夫婦;
招待 Usher:
洪少曦姐妹
幻燈片和投影 Slide & Projector: 曾慶薇姐妹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320首

跟隨、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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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7:25

讀 經 Scripture
約翰福音 John 3:1-9
1

感謝 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
來、我以內心順服 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腓 1:7

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意念、原是應當的．因你們常
在我心裏、無論我是在捆鎖之中、是辯明證實福音的
時候、你們都與我一同得恩。
腓 1:16 這一等是出於愛心、知道我是為辯明福音設立的．

2

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猶太人的官。 這人夜裏來見耶穌，說：「拉比，我們
3
知道你是由 神那裏來作師傅的；因為你所行的神蹟，若沒有 神同在，無人能行。」 耶
4
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 神的國。」 尼哥底母說：「人
5
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嗎？」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6
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 神的國。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
7
8
我說：『你們必須重生』，你不要以為希奇。 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
9
得從那裏來、往那裏去．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 尼哥底母問他說、怎能有這事呢。
1

Now a certain man, a Pharisee named Nicodemus, who was a member of the
Jewish ruling council, 2came to Jesus at night and said to him, “Rabbi, we know
that you are a teacher who has come from God. For no one could perform the
miraculous signs that you do unless God is with him.” 3Jesus replied, “I tell you
the solemn truth, unless a person is born from above, he cannot see the
kingdom of God.” 4Nicodemus said to him, “How can a man be born when he is
old? He cannot enter his mother’s womb and be born a second time, can he?”
5
Jesus answered, “I tell you the solemn truth, unless a person is born of water
and spirit, he cannot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6What is born of the flesh is
flesh, and what is born of the Spirit is spirit. 7Do not be amazed that I said to
you, ‘You must all be born from above.’ 8The wind blows wherever it will, and
you hear the sound it makes, but do not know where it comes from and where
it is going. So it is with everyone who is born of the Spirit.” 9Nicodemus
replied, “How can these things be?”

信 息 提 綱
講題：重生的跟從者 (五-全講結束)
講員：曾裕榮牧師
一、 前言
三、 暗中摸索
四、 耶穌用光來引導
五、 耶穌在光中提示
五、 耶穌回答說、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還不明白這事麼。
六、 從「地上的事」與「天上的事」看「怎能有這事？」
七、從傳講的職事看「怎能有這事？」
（一） 傳講人的認識與經歷
約 3:11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我們所說的、是我們知道的、我們所見
證的、是我們見過的．你們卻不領受我們的見證。
（A） 耶穌的見證：
約 8:38（上）我所說的、是在我父那裏看見的。
（B） 保羅的見證：
羅 7:24 我真是苦阿、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二）傳講人所站的地位：新造、天上的地位
約 3:13 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
（A） 耶穌的見證
（B） 保羅的見證
救恩的成全是榮耀中看見！是在光中的看見！
弗 2:6 祂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加 1:12 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也不是人教導我的、乃是從
耶穌基督啟示來的。
加 1:16 既然樂意將他兒子啟示在我心裏、叫我把他傳在外邦
人中、我就沒有與屬血氣的人商量、
弗 3:3
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祕、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的．
西 4:3 也要為我們禱告、求 神給我們開傳道的門、能以講
基督的奧祕（我為此被捆鎖）、
西 4:4 叫我按著所該說的話、將這奧祕發明出來。

八、從聽講的人看「怎能有這事？」
（一）渴慕尋求的心
太 13:14 在他們身上、正應了以賽亞的豫言、說、『你們聽是要聽
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
太 13:15 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發沉、眼睛閉著．恐怕眼睛看
見、耳朵聽見、心裏明白、回轉過來、我就醫治他們。』
太 13:8
又有落在好土裏的、就結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二）為傳講的人禱告，能以講基督的奧祕
西 4:3
也要為我們禱告、求 神給我們開傳道的門、能以講基督的
奧祕（我為此被捆鎖）。
西 4:4
叫我按著所該說的話、將這奧祕發明出來。
（三）為自己禱告：求聖靈開我們心中的眼睛：讓我們真知道！
弗 1: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
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祂．

※復習題目
一、 耶穌如何向我們證實「十字架的救恩」？
二、 保羅如何向我們證實「十字架的救恩」？
三、 為何耶穌在講到「人子被舉起來」之前，要先告訴我們，衪是「從天
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
四、 聽講的人必須有怎麼樣的光景，才能領受十字架的救恩，得著「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