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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感 恩、代 禱 與 通 知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1. 感謝 神，我們能共同聚集在會堂敬拜讚美主。 願我們把這一個多小時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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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關手機！
请為劉漪萍弟兄、陳幼齡姐妹的住院治疗；陳芳姐妹的化療；张霞姐妹
膝盖手术后復健；張瑋（王溢惠弟兄外甥）、魏忻、馬美德、鄭陳梅珊等
弟兄姐妹的身體代禱，願 神的恩典、慈愛與他們同在。
陈缅姐妹将于明天（12/16）去香港做心脏治疗，请为她代禱，求 神保
守带领。
請為在工作上和移民身份上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代禱，求 神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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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9:30-10:45 am
主 日
Sunday

週二 Tue.
週五 Fri.

11:00 am –
12:00 pm
1:00-1:40 pm
2:00-5:00 pm
7:30-9:30 pm

成人主日學
英語主日學
青年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姐妹禱告組
福音錄像分享
查經禱告會

Adult Sunday School
English Sunday School
SSchool
Youth
Sunday School
Children Sunday School
School Prayer Group
Sisters
Gospel Video Show
Bible Study and Prayer

The Order of Worship
Dec. 15, 2013 9:30 am

年度主題: 信徒活在聖靈中
認識真理、生命長進、教會合一、福音見證

序

樂 Prelude

唱

詩 Hymn

禱

告 Prayer

唱

詩 Hymn

讀

經 Scripture

信

息 Message

唱

詩 Hymn
3首 三一頌
禱 Prayer and Meditati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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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陳錚凱弟兄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膳食 Food Preparer: 聖誕節愛宴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招待 Usher: 王錦梅姐妹

7. 我們感謝 神賜給我們生活所需，不致缺乏，並願將 神所賜的一小部分

奉獻給教會。求 神悅納，也求 神帶領我們如何更好地將這些奉獻用在
各項事工中。
12/08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2,047.00
12/08
特別奉獻 (General Offering)
0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254首 我主，只有你的聖靈
-4-

默

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司琴 Pianist:
膳食 Food Preparer：
幻燈片 Slide：

經 文 詩 歌
21首 父阿，久在創世之前
FATHER, ‘TWAS THY LOVE THAT
KNEW US

司 會
琴
會 眾
領 會

254首 我主，只有你的聖靈
THY HOLY SPIRIT, LORD, ALONE

使徒行傳 Act 1章8節 1:8
彼得前書 1 Peter 2章12節 2:12

見證和聖靈
Witnessing and the Holy Spirit

李勝凡弟兄
高方源姐妹
董金雀姐妹
曾慶薇姐妹

Doxology

主講
翻譯
招待
投影

會 眾
會

眾

Bro. Lucio

會 眾
會 眾

Sermon:
Translator:
Usher:
Proj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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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 Lucio
孟繁捷弟兄
王玉梅姐妹
董豪富弟兄

讀 經 Scripture

力量 （徒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
的見證。）

使徒行傳

Act 1章8節

徒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
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1:18 But you will receive power when the Holy Spirit comes on
you; and you will be my witnesses in Jerusalem, and in all Judea
and Samaria, and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彼得前書 1 Peter 2章12節
彼前 2:12 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那些毀謗你們是作惡
的，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在鑒察（或譯：眷顧）的日子歸榮耀給
神。
2:12 Live such good lives among the pagans that, though they
accuse you of doing wrong, they may see your good deeds and
glorify God on the day he visits us.

慈愛（路 4:22 眾人都稱讚他、並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
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麼。）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30:23 你要取上品
的香料、就是流質的沒藥五百舍客勒、香肉桂一半、就是二
百五十舍客勒、菖蒲二百五十舍客勒、30:24 桂皮五百舍客勒、

馨香 （出 30:22-25

30:22

都按著聖所的平、又取橄欖油一欣．30:25 按作香之法、調和作
成聖膏油。）
2. 馨香之氣如此神秘，雖然無法觸摸，但卻給人深刻的堅實的
印象
3. 人們自然的被馨香之氣吸引

三、事情的另一個方面

見證和聖靈
Witnessing and the Holy Spirit
講員 – Bro. Lucio

一、聖靈和見證

1. 惡人感覺到聖靈的馨香，就常常誹謗攻擊基督徒 （彼前 2：
12 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那些毀謗你們是作
惡的，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在鑒察（或譯：眷顧）的
日子歸榮耀給 神。）
2. 旁人不能左右我們的見證，因為見證是出於裡面的生命，
活水的江河
3. 我們的目的是使祂心滿意足，更勝過見證所給我們帶來的

1. 一個事實被顯明出來：離開了聖靈的位格，就沒有可能成為
真正的見證 （徒 1:8）
2. 聖靈內住在門徒裡面就必然顯明見證 （約 7）
3. 河水和功效 （結47）

二、聖靈通過聖徒對世界的影響：

4. 我們常常受到試探—對這個充滿敵意的世界做見證是無用
的，會帶來損失
5. 所有的敵意在

神監察的日子裡，就都消失了

6. 最後的問題：我們是否真的願意向主忠誠，在見證的工作
上“含淚撒種”呢？

1. 聖靈所作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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