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 敬

紐約基督徒會堂

靜 默

主 日 敬 拜 程 序

唯耶和華在衪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衪面前肅敬靜默。
哈巴谷書 2:20

二零一五年八月九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感恩、代禱 、動態與通知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The Order of W 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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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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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怡襲姐妹於上週一（8/3）由兒孫們駕車離開紐約至加拿大定居。求 神保守帶領和祝
福她和她們一家前面的路程。
陳凌美德姐妹昨日血壓驟然升高，手腳麻、心率快，急診留住檢查，目前僅血壓趨正常，
有待進一步檢查，求 神安慰保守，也賜醫生智慧，盼能早日診治康復。
勞動節週末在新州有福音營聚會，擬參加者可與李讃國弟兄聯繫。
請為有工作問題、身份問題的弟兄姐妹祈禱，求 神為他們開路和有信心等待。
請為劉漪萍弟兄，王錦梅、魏 忻等姐妹的健康禱告,求 神賜恩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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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蒙聖靈澆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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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幻燈片 Slide：

陳錚凱弟兄；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洪少曦姐妹
陳錚凱、洪少曦夫婦
董豪富弟兄； 投影 Projector: 沈 瞳姐妹

奉献： 萬軍之耶和華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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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拉基書 3:10]
上周奉獻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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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708首 祂醫治我，讚美祂名

$
$1,805.00
$1,200.00

Augus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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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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首 祂醫治我，讚美祂名
約翰福音 John 5:15～23

癱子痊癒後
耶穌對抵擋者的回應(一)

曾裕榮牧師
李勝凡弟兄

3首 三一頌 Dox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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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李勝凡弟兄; 主講 Sermon: 曾裕榮牧師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膳食 Food Preparer: 張新好、周麗萍姐妹
招待 Usher:
王秀梅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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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5:17
來 8:13

約翰福音 John 5:15～23
15

16

那人就去告訴猶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穌。 所以猶太人逼迫耶穌、
因為他在安息日作了這事。17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父作事直到如今、
我也作事。18所以猶太人越發想要殺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並且
稱 神為他的父、將自己和 神當作平等。19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
在在的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不能作甚麼、惟有看見父所作的、子纔
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樣作。20父愛子、將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
給他看．還要將比這更大的事指給他看、叫你們希奇。21父怎樣叫死
人起來、使他們活著、子也照樣隨自己的意思使人活著。22父不審判
甚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23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
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來的父。
15
The man went away and said to the Jews that it was Jesus who
had made him well. 16And for this reason the Jews were turned
against
Jesus, because he was doing these things on the Sabbath.
17
But his answer
was: My Father is still working even now, and so I
am working. 18For this cause the Jews had an even greater desire to
put Jesus to death, because not only did he not keep the Sabbath
but
he said God was his Father, so making himself equal with God.
19
So Jesus made answer and said, Truly I say to you, The Son is not
able to do anything himself; he is able to do only what he sees the
Father
doing; whatever the Father does the Son does it in the same
way. 20For the Father has love for the Son and lets him see
everything which he does: and he will let him
see greater works than
these so that you may be full of wonder. 21In the same way, as the
Father gives life to the dead, even
so the Son gives life to those to
whom he is pleased to give it. 22The Father is not the judge
of men,
but he has given all decisions into the hands of the Son; 23So that all
men may give honor to the Son even as they give honor to the
Father. He who gives no honor to the Son gives no honor to the
Father who sent him.

信 息 提 綱
講題：癱子痊癒後耶穌對抵擋者的回應(一)
講員：曾裕榮牧師

一、猶太人的逼迫
約 5:15 那人就去告訴猶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穌。
約 5:16 所以猶太人逼迫耶穌、因為他在安息日作了這事。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
要成全。
既說新約、就以前約為舊了。但那漸舊漸衰的、就必
快歸無有了。

二、耶穌的回應：是父作的
約 5:17
弗 2:10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
們行善、就是 神所豫備叫我們行的。

三、猶太人更深的誤解
約 5:18

所以猶太人越發想要殺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並
且稱 神為他的父、將自己和 神當作平等。

四、子作的是父作的
約 5:19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
不能作甚麼、惟有看見父所作的、子纔能作．（因為）
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樣作。
約 14:8 腓力對他說、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
約 14:9 耶穌對他說、腓力、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你還不
認識我麼。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
將父顯給我們看呢。

五、子為何能作父的事
約 5:20 （因為）父愛子、將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給他看．還
要將比這更大的事指給他看、叫你們希奇。

六、子能作的具體事實
約 5:21（因為）父怎樣叫死人起來、使他們活著、子也照樣隨
自己的意思使人活著。
約 5:22（因為）父不審判甚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
約 5:23 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不尊敬子的、就是不
尊敬差子來的父。
約 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
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徒 4:12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
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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