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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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六月廿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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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年愛餐事奉懇切希望眾弟兄姐妹本著愛心踴躍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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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曾慶薇姐妹已於昨日（六月廿七日）與邱炯恆弟兄舉行結婚，我會堂有十多位會眾參與盛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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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劉漪萍弟兄，王錦梅、周麗萍、魏 忻等姐妹的健康和施旭曦弟兄的健康檢查禱告,
求 神賜恩加力。
請為外出的趙康寧、張 霞夫婦和温怡袭姐妹禱告，求主保守與看顧他們。
鄭武飛、廖翔嬪和 謝壽燁、許瑾妮夫婦已於上周先後平安返回紐約，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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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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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服務事工如下：

7:30-9:30 pm

領會 Worship Leader:
周向陽弟兄； 司琴 Pianist: 高方源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鄭武飛弟兄
膳食 Food Preparer:
陳文斌、鄭聚玉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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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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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380首 十字架的道路要犧牲

$
$355.00
$200.00

June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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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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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首 祢若不壓橄欖成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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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80首 十字架的道路要犧牲

禱 告 Prayer
唱 詩 Hymn
讀 經

Scripture

信 息 Message

患難生忍耐

報 告 Announcement
唱 詩 Hymn
默 禱 Meditation

周 剛弟兄
孟繁捷弟兄

3首 三一頌 Dox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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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孟繁捷弟兄; 主講 Sermon: 周 剛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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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豪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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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Scripture

3)

羅馬書 Romans 5:3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And not only so, but we glory in tribulations also; knowing
that tribulation worketh patience.

信 息 提 綱

4)

4. 忍耐的例子
1)

講題：患難生忍耐
講員：周 剛弟兄
[参看播放的幻燈片]

靈修書刊摘要

多結果子:“忍耐”

2)

1. 忍耐的定義
忍耐是一種耐力, 可以忍受惡人或惡劣環境重大的鞭韃而不會發脾氣, 不會變得暴躁而
動怒, 也不會報復. 這種耐力可使人忍受痛苦而不埋怨, 被猛烈挑撥而不動容; 在遭到反
對或遇到逆境, 仍有自制力, 不會作出輕率魯莽的行動。

2. 忍耐的重要
我們常聽人說: 「百忍成金」, 「小不忍則亂大謀」等, 可見中國古人非常重視忍耐，
但聖經進一步地教導我們, 忍耐是何等的重要, 因為:
1） 忍耐是與蒙召的恩相稱之證
弗 4:2 提醒我們:「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 既然蒙召, 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 因著 神的寬容和忍耐, 我們方能蒙恩悔改(羅 2:4; 彼
後 3:9), 所以對 神對人, 我們若不忍耐, 就是不與我們所領受的恩相稱。
2） 忍耐是順服主的命令之表現
主借保羅教導我們:「... 好叫你們凡事歡歡喜喜的忍耐寬容」(西 1:11); 加 5:16,22
也命令道: 「... 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 ... 聖靈所結的果子, 就是仁愛, 喜樂, 和平, 忍
耐....」。 若要順著聖靈而行, 就要結出其中一樣聖靈的果子, 即忍耐. 忍耐是獲得
神的應許之條件: 希伯來書提到「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人」(來 6:12). 例如, 亞
伯拉罕在75歲時領受神的應許而出吾珥, 但他「恒久忍耐」地等了25 年, 終於在100
歲時得了所應許的後代(即以撒)(來 6:15). 因此, 對於一切在患難中的信徒, 來
10:36 鼓勵道: 「你們必須忍耐, 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

3. 忍耐的來源
1)

2)

思想聖經的教導
羅 15:4 「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 雅 5:11 「你們聽見過約伯的忍耐」 思
想聖經的話語, 特別是聖經人物的受苦經歷, 能説明我們生忍耐的心。
學習基督的榜樣
帖後 3:5 「叫你們愛 神並學基督的忍耐」 – 來 12:3 「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即

主耶穌), 你們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基督為我們受苦,給我們留下榜樣, 叫我們跟
隨他的腳蹤(彼前 2:20-21)。
禱告求神賜忍耐
羅 15:5 — 彼前 3:20" 神容忍等候的時候"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 神不但本身有
忍耐，也是賜人忍耐的神，所以讓我們不要忘了求他賜下或加添我們的忍耐。
經歷患難的磨煉
雅 1:3 — 羅 5:3"...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 信徒在世上
有苦難(約 16:33)，乃為煉信心，生忍耐!賓路易師母說道:"務要忍耐等候 神，安息
在他的旨意中;不要忘記環境是 神所支配的，叫我們經過磨練之後，可以合 神使
用"。

3)

在日常生活中的忍耐
首先, 我們思考挪亞. 有學者認為, 從挪亞造方舟至進方舟, 約有60至120年之久(參
創 6:4). 在這漫長期間, 他必須在這不敬虔的世界工作, 可能作一位農夫, 來在財務
上支付方舟的建造和糧食的貯備. 在造方舟的同時, 他也必須忍受周圍不信者的嘲
笑, 且要向他們傳揚義道(彼後 2:5). 工作謀生, 造就(建造)召會, 傳揚福音等, 是信徒
在世等候主來的生活經歷. 過後洪水氾濫時, 挪亞還要耐性地在方舟裡渡過378日。
當挪亞601歲, 1月1日(正月初一日)時, 雖然地上的水都乾了(創 8:13), 但他並不因
此擅自闖出方舟, 而是忍耐地等到2月27日, 即等多57日(30 + 27), 得到 神的指示後
才出方舟(創8:14-15). 求神説明我們, 能像挪亞那般地忍耐和等候神!
在等候應許中的忍耐
大衛被神稱為"合 神心意的人"，乃因他耐性等候 神的應許 (徒 13:22; 詩 37:6;
27)。他在年少時(可能10多歲)就領受作王的應許(撒上16:1,13)，但他兩次有機會
卻不殺那追殺他的掃羅王(雖知神已棄絕掃羅) (撒下24:6; 26: 11);他忍耐等候 神的
開路，直到30歲時在希伯侖作猶太人的王; 他又忍耐地等多7年半之久，才在耶路
撒冷在作全國的王 (撒下 2:11; 5:4，5)。大衛耐性等候了10多年，並不用人的方法
和軍事力量來奪取王位，直到 神按自己的時間成就所應許的。反觀掃羅王在等候
撒母耳的事上、 雖有耐性等到7日、 但卻沒耐性等完7日、 擅自獻祭、 違背神命、
以致王位不保(撒上 13:8-15)。
在百般苦难中的忍耐
最後, 我們都知道約伯的忍耐. 他雖在一天之內喪失所有家產, 及7子3女, 但他忍耐,
稱頌 神的名(伯 1:13-22). 過後全身雖慘受毒瘡之苦, 且遭妻子埋怨, 但他仍舊忍耐,
不棄絕 神(伯 2:1-10). 經過磨煉, 他的信心越煉越純, 忍耐也越生越多; 從缺乏的信
心(伯 9:33, 「沒有聽訟的人」), 變成微小的信心(伯 16:19, 「現今... 在上有我的中
保」), 最後提升到堅強的信心(伯 19:25,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 他的忍耐為
他帶來美好的結局, 得神雙倍的祝福(伯 42: 10-13), 更成為我們學習的榜樣(雅
5:10-11). 约翰.衛斯理(John Wesley)是18世紀的英國大佈道家. 從1739年起. 他
開始露天佈道. 一直到他去世為止, 在52年之間, 他總共旅行佈道了2萬5千哩。他一
生中佈道超過 4 萬次; 在某些場合, 聽眾超過兩萬人。但很少人知道, 衛斯理背後有
位狂傲, 狠毒的妻子, 莫莉(Molly). 她不但不許丈夫與其他女同工多交談, 多方刁難,
無理取鬧, 甚至有一次, 當衛斯理在愛爾蘭北部的一个聚會中講道完後, 疲乏的退回
寝室時, 竟然受到莫莉的扭打。莫莉揪着他的頭髮在地上拖行, 手裡还握着一把連根
拔起的頭髮。雖然如此, 衛斯理却說他把大部分的成功歸功於他的妻子, 因為她使他
跪在主前懇切祷告, 因着懇切禱告, 他得勝了。讓我們不容許家庭的悲劇, 或任何的
苦難, 影響我們對主的忠誠。在苦難的烈火中, 讓我們更謙虚地信靠神, 更忍耐地等
候神, 以致蒙福。
[麻六甲教堂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