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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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巴谷書 2:20

主 日 敬 拜 程 序

感 恩、代 禱 與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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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魏忻姐妹肺部腫瘤切除手術後已回家，恢復情況一天比一天好，等 30 日回醫
院复診后，醫生再決定後績治療方案。請繼續為她代禱，暫時不要前去探訪
以防其他感染。
3. 馬美德姐妹經住院治療，己好些已可返家修養，陳幼玲姊妹從醫院回家了, 她
的情況時好時壞。請繼續在禱告中記念她們。
4. 請為陳芳姐妹近來的化療、张霞姐妹、張瑋弟兄、鄭陳梅珊等姐妹的身體代
禱，願 神的恩典、慈愛與他們同在。
5. 2 月 9 日午餐是春節元宵節愛宴，請弟兄姐妹帶自己的菜餚來和大家一起分
享。
6. 為姜弟兄夫婦的平安腳步，請在禱告中記念。請為李聖凡弟兄移民身份上的
難代禱，求 神開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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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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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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周向陽弟兄 司琴 Pianist:廖翔嬪姐妹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王錦梅姐妹
膳 食 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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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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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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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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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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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經 Scripture

二、 現代教會面對多元宗教文化的挑戰，許多信徒傾向於妥協, 不
認爲信耶穌是得救的唯一道路

使徒行傳 Acts 19:8-10
保羅進會堂、放膽講道、一連三個月、辯論神國的事、勸化眾人。
後來有些人、心裏剛硬不信、在眾人面前毀謗這道、保羅就離開他
們、也叫門徒與他們分離、便在推喇奴的學房、天天辯論。這樣有
兩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亞西亞的、無論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都
聽見主的道。

近些年來, 資訊媒體民意調查的統計資料告訴我們，美國
有許多的基督徒對真理的認識偏離了聖經的教導，不再堅持耶穌是唯一
的道路, 真理, 與生命；認爲不同的宗教信仰一樣可以讓人死後進天堂。
例如，2005 年新聞周刊(Newsweek) 的民意調查報告 – 天主教徒有 91%,
一般的基督教宗派有 83%的信徒認爲“宗教信仰雖然不同, 只要有好行
爲的人, 都可以進天堂”。這種偏好眾教合一的報導, 不斷出現。 這是
需要求主憐憫的光景。這種説法, 不單讓信徒失去見證，更讓信徒模糊
了對主的認識, 失去滿足的喜樂。這種現象, 如同老底嘉教會的光景, 不
知道自己在信心上的貧窮。我們須要警醒。
(約翰福音 14:7-9) 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認
識他、並且已經看見他。腓力對他說、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
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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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示錄 3:17-19) 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
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
叫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又買眼藥擦你的
眼睛、使你能看見。凡我所疼愛的、我就責備管教他．所以你要發熱心,
也要悔改。

8

Paul entered the synagogue and spoke boldly there for three months, arguing
persuasively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 9 But some of them became obstinate;
they refused to believe and publicly maligned the Way. So Paul left them. He
took the disciples with him and had discussions daily in the lecture hall of
Tyrannus. 10 This went on for two years, so that all the Jews and Greeks who
lived in the province of Asia heard the word of the Lord.

使徒行傳 Acts 24:14-15
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認、就是他們所稱為異端的道、我正按著那
道事奉我祖宗的 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書上一切所記載的。
並且靠著 神、盼望死人、無論善惡、都要復活、就是他們自己也
有這個盼望。
14
However, I admit that I worship the God of our fathers as a follower of the
Way, which they call a sect. I believe everything that agrees with the Law and
that is written in the Prophets, 15 and I have the same hope in God as these men,
that there will be a resurrection of both the righteous and the wicked.

三、 面對時代挑戰需要深明主道, 倚靠聖靈, 能放膽宣告 主是
唯一的道路

路加在使徒行傳裏面，常用這道 (the Way)來稱呼基督徒
的信仰。當年這道是個專用名詞，初代教會用來形容關乎耶穌基督的一
切道理。反對基督徒的猶太人稱這道為異端，保羅起先也是極力迫害這
道。但是遇見復活主以後，保羅徹底轉變，與所有愛主的門徒一同盡心
竭力傳揚這道，按著這道事奉主。
(徒 22:3-4) 保羅說、我原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長在這城裏、
在迦瑪列門下、按著我們祖宗嚴緊的律法受教、熱心事奉神、像你們眾
人今日一樣。我也曾逼迫奉這道的人、直到死地、無論男女都鎖拿下監。

保羅挂念以弗所的信徒, 擔心他們被錯誤教導引誘而偏離
真道，常常為他們流淚禱告勸誡他們。保羅為老底嘉的教會也是同樣的
盡心竭力。保羅為以弗所教會的禱告, 正是我們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中
迫切的需要 – 求聖靈開我們的心眼, 真知道他。
(使徒行傳 20:29-31) 我知道我去之後、必有凶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
間、不愛惜羊群。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起來、說悖謬的話、要引誘
門徒跟從他們。所以你們應當儆醒、記念我三年之久、晝夜不住的流淚、
勸戒你們各人。
(歌羅西 2:1-2) 我願意你們曉得我為你們和老底嘉人、並一切沒有與我
親自見面的人、是何等的盡心竭力．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因愛心互相
聯絡、以致豐豐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們真知 神的奧祕、
就是基督．
(以弗所 1: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
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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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是唯一道路―信息綱要
講員 – 邱天恒 牧師
一、 初代教會不畏猶太人迫害, 堅決表明耶穌基督是惟唯一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