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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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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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Order of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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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e 21, 2015 9:3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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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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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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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翔嬪夫婦和温怡袭姐妹禱告，求
主保守與看顧他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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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字或符號表示，我們會協助調配。簽名紙已張貼在佈告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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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詩歌

司

琴

唱 詩 Hymn

571首 我時刻需要妳

會

眾

9:30-10:45 am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禱 告

Prayer

領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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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首 哦，主，求妳長在我心 會

眾

腓立比書 Phillipians 1:3-11 會

眾

查經禱告會 Bible Study and Prayer

信 息

Message

報 告

Announcement

唱 詩

Hymn

默 禱

Meditation

7:30-9: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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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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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序 樂 Pre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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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571首

我時刻需要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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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開箱
未開箱

讀 經

Scripture

在聖靈裡禱告

Maurice 弟兄
孟繁捷弟兄

3首 三一頌 Doxology

會

眾

會

眾

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孟繁捷弟兄; 主講 Sermon:
Maurice弟兄
司琴 Pianist:
高方源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膳食 Food Preparer:
愛宴
招待 Usher:
王玉梅姐妹
幻燈片和投影 Slide & Projector:
董豪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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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Scripture
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1:3-11
3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4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的
祈求。 5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 6我深信那在你們心
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7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意念，
原是應當的；因你們常在我心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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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我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的想念你們眾人；這是神可
以給我作見證的。 9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10
使你們能分別是非（或作：喜愛那美好的事），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
子； 11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神。
3
I thank my God upon every remembrance of you, 4Always in every prayer of mine for
you all making request with joy, For your fellowship in the gospel from the first day
until now; 6Being confident of this very thing, that he which hath begun a good work in
you will perform it until the day of Jesus Christ: 7Even as it is meet for me to think this
of you all, because I have you in my heart; inasmuch as both in my bonds, and in the
defence and confirmation of the gospel, ye all are partakers of my grace. 8For God is my
record, how greatly I long after you all in the bowels of Jesus Christ. 9And this I pray,
that your love may abound yet more and more in knowledge and in all judgment; 10That
ye may approve things that are excellent; that ye may be sincere and without offence till
the day of Christ; 11Being filled with the fruits of righteousness, which are by Jesus
Christ, unto the glory and praise of God.

信 息 提 綱
講題：在聖靈裡禱告
講員：Brother Maurice
一 、 	
 前 言 ： 在 聖 靈 裡 禱 告
A、猶大的信息 - 在末世的日子裡持守在聖靈裡禱告。
B、思想保羅的禱告。
C、每天數以萬計的人禱告，其中有多少是“在聖靈裡禱告”？
D、若不是在聖靈裡禱告，我們是如何禱告的？
二 、 	
 不 在 聖 靈 裡 的 禱 告
A、沒有對獨一真神禱告，比如對假想的偶像（如許願樹、許願池、或其
它宗教）。
B、對獨一真神禱告，但不是在聖靈裡禱告”。
(a) 私慾；
(b) 出於人的力量和屬世的驕傲；
(c) 沒有確信的希冀；
(d) 不清楚神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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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藉 著 聖 靈 持 守 主 耶 穌 的 真 道
A、與聖靈的不良交通導致不合宜的禱告。
B、認識獨一真神後，獲得真的屬靈生命，不再拜偶像。
C、脫離罪的捆綁，活在聖靈中（羅 8:4－6（1-8））。
D、活在聖靈中才是阿爸父的真兒子（女兒）（羅 8:14-15）。
E、持守聖靈真道，順服聖靈的禱告才是“在聖靈裡禱告”。

四、	
 闡 述 ： 在 聖 靈 裡 禱 告
A、以主耶穌的謙卑除去昔日的私慾，使敬拜祂的我們心懷感恩。
（a） 保羅在書信裏的禱告充滿感恩與喜樂（腓 1:2-6）。
（b） 保羅的書信多為其他人禱告，充滿了屬靈的愛（腓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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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不要倚靠自己的能力，單要靠著神得勝
（a） 很多人做工的時候沒有為主做工，不合神的悅納。
（b） 以主耶穌為標竿：謙卑的禱告 vs 屬世驕傲的禱告（馬 18:10-14）
。
（c） 單單仰望並倚靠主為神所悅納。
C、不要單為自己求，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深谙神愛我們，並指引我們
禱告要恆切 － 不斷祈求、不斷尋找。（羅 8:1-4）。
D、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裡歎息，等候得著兒子
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羅 8:23）。
（a） “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羅
8:26-27）。
1、神在宇宙中的旨意、對教會的旨意。
2、對各肢體的旨意 － 要以主耶穌為標竿。
五、保羅的範例禱告
我們的禱告大抵圍繞著請神解決我們屬世的問題，但保羅的禱告截然不同。
A、靈裏漸深的愛，屬靈的亮光一天新似一天。（腓 1:9-10）。
B、靈裏愈來愈多的看見。
C、在那日來到的時候，單求手潔心清的見主的面。
D、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神。（腓 1:11）。
E、為神得榮耀是我們為祂活出生命的見證。
六、結語
讓我們在聖靈裡禱告，在與主同行的時候活出主耶穌的馨香。同時也為眾
肢體禱告，並要注意禱告的時候要謙卑，以主的話語為根基；曉得聖靈的意思，因
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