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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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感 恩、代 禱 與 通 知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The Order of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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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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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b. 23, 2014 9:30 am

年度主題: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2. 陳幼玲姊妹於上周日(2/16/2014)息了地上一切的劳苦，安息在主的怀
抱。2/22日上午舉行追思聚會，隨即安葬在長島墓園。
3. 馬美德姐妹、魏忻姐妹現在家修養，請繼續在禱告中記念她們。另請為
趙康寧弟兄的手術後康復、張瑋弟兄、陳芳姐妹的健康代禱，願 神的恩
典、慈愛與他們同在。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序 樂

Prelude

司

琴

唱 詩

Hymn

會

眾

禱 告

Prayer

領

會

唱 詩

Hymn

十架窄路

會

眾

讀 經

Scripture

路加福音9:23，路加福音14:27
哥林多后书5:15，加拉太书6:14

會

眾

信 息

Message

十字架的道路

唱 詩

Hymn

默 禱

Prayer and Meditat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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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10:45 am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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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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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周向陽弟兄
孟繁捷弟兄
膳 食 組

司琴 Pianist:
招待 Usher:

廖翔嬪姐妹
王錦梅姐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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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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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箱未開
奉獻箱未開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十架窄路

經文詩歌
18首 神聖之愛,遠超眾愛
Love Divine, All Loves Excelling

3首 三一頌 Doxology

邵俊弟兄
會

眾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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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勝凡弟兄
廖翔嬪姐妹
張新好,周麗萍姐妹
曾慶薇姐妹

主講 Sermon:
翻譯 Translator:
招待 Usher:
投影 Projector:

www.nycahom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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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俊 弟兄
孟繁捷弟兄
王玉梅姐妹
董豪富弟兄

讀 經 Scripture
路加福音 Luke 9:23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
跟从我。23 Then he said to them all: “Whoever wants to be my disciple must deny
themselves and take up their cross daily and follow me.
路加福音 Luke 14:27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27
And whoever does not carry their cross and follow me cannot be my disciple.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5:15
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
的主活。
15
And he died for all, that those who live should no longer live for themselves but
for him who died for them and was raised again.

使徒行传 Acts 1: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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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架的道路
信息綱要
講員–邵俊弟兄
一、主耶稣走过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二、基督徒，作为耶稣的门徒，要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
三、历代走十字架道路的圣徒是我们榜样

加拉太书 Galatians 6:14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
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14
May I never boast except in the cros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rough which[a]
the world has been crucified to me, and I to the world.
罗马书 Romans 12:1
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
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Therefore, I urge you,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view of God’s mercy, to offer your
bodies as a living sacrifice, holy and pleasing to God—this is your true and
proper worship.
希伯来书 Hebrews 13:11-13
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作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
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
营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11
The high priest carries the blood of animals into the Most Holy Place as a sin
offering, but the bodies are burned outside the camp. 12 And so Jesus also suffered
outside the city gate to make the people holy through his own blood. 13 Let us,
then, go to him outside the camp, bearing the disgrace he b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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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们要靠主走十字架的道路
【捨己的方法乃是背十字架】主耶穌的話並沒有停在「捨己」，祂說：「若有人
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太十六24)。主這話表明：
捨己的方法，除了十字架以外，並沒有別的。請注意主的話，祂不是說：背起別
人的十字架，或背起主的十字架；祂乃是說：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
甚麼叫做「背十字架」呢？十字架是主耶穌被釘的地方，一橫一豎。十字架有
一個口號和一個心願。十字架的口號就是「除掉他」(約十九15)。今天十字架在
我們身上，要把我們除掉，以「己」為中心的生命要除掉，也就是把我自己除去。
而十字架的心願就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廿二42)。神
的意思把我的意思打了一個岔，結果就成了一個十字架。
一位西國姊妹說，十字架不是物質的，乃是生命和肉體相碰就是十字架。碰得
過去的，就是十字架；碰不過去的，就不是十字架。比方我天然是愛看電影的，
但主的生命和我的天然生命相碰，打了一個岔，我就不去看電影。這個打通得過
去的，叫我天然生命難受的，在我身上就是十字架。反之，如果是打不通，我非
要去看電影不可，結果叫主的生命碰釘子，叫神在你裏面不舒服，這就不是十字
架。
所以，你要真是讓神的生命通過而背十字架，就得對付你自己的情形。你的話
語、你的思想一露頭就得勒住。勒住它的時候，生命就有出路；不勒住的時候，
生命就碰釘子。每一次勒住的時候，就讓神的生命有地位，能越過越長大，大到
像保羅一樣，「我活著就是基督」(腓一21)。
摘自黃迦勒《靈命基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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