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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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零一 四 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2. 感谢赞美主！高方源姐妹于昨天（星期五）晚上顺利产下女儿，母女平安。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3. 張老師已於周四晚前往香港省親，預計五周後返回。將要到中國、澳州等地探
親旅遊。願神紀念她為弟兄姊妹的愛心及勞苦。保守她的腳蹤。

The Order of Worship
Oct. 19 2014 9:30 am

4. Sister Elise 的母親仍在醫院 ICU 病房治療，請在禱告中記念姐妹的心力。
5. 請為周麗萍、Tammy 姐妹的化療、願主賜恩加力保守他們身心、平安。
6. 溫老姐妹、秀梅和小曾夫婦返西安省親，願神眷顧弟兄姐妹的腳蹤。感謝主！
董金雀姐妹已平安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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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9:30-10:45 am
主 日
Sunday
週五 Fri.

11:00 am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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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禱告會

Adult Sunday School
English Sunday School
SSchool
Youth
Sunday School
Children Sunday School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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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陳錚凱弟兄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沈 瞳 姐妹
招待 Usher: 王錦梅姐妹
周向陽閔皓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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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765.00
10/12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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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Great Thou Art

249首

求主寶血潔淨我

Lord, May Thy Blood Now Cleanse Me
以弗所書 Ephesians 1:7
經 Scripture
羅馬書 Romans 3:22-26; 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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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主耶穌的十架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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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 Maurice

李勝凡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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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urice Geeslin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沈 瞳姐妹
膳食 Food Preparer: 馮建敏姐妹
施旭曦弟兄
招待 Usher:
王玉梅姐妹
幻燈片 Slide
曾慶薇姐妹
投影 Slide Projector
董豪富弟兄

求主寶血潔淨我

Lord, May Thy Blood Now Cleanse 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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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經 Scripture
以弗所書 Ephesians 1:7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In him we have redemption through his blood,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ches of God's grace
羅馬書 Romans 3:22-26
就是 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因為世人
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的榮耀；如今卻蒙 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
就白白地稱義。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
要顯明 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好在今時顯明
他的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This righteousness from God comes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 to all who
believe. There is no difference, for all have sinned and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and are justified freely by his grace through the redemption that came by
Christ Jesus. God presented him as a sacrifice of atonement, through faith in his
blood. He did this to demonstrate his justice, because in his forbearance he had
left the sins committed beforehand unpunished-- he did it to demonstrate his
justice at the present time, so as to be just and the one who justifies those who
have faith in Jesus.
羅馬書 Romans 5:6-10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為義人死，是少有
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他
免去 神的忿怒。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 神兒子的死，得與 神
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You see, at just the right time, when we were still powerless, Christ died for the
ungodly. Very rarely will anyone die for a righteous man, though for a good man
someone might possibly dare to die. But God demonstrates his own love for us in
this: While we were still sinners, Christ died for us. Since we have now been
justified by his blood, how much more shall we be saved from God's wrath
through him! For if, when we were God's enemies, we were reconciled to him
through the death of his Son, how much more, having been reconciled, shall we
be saved through his life!

藉著主耶穌的十架寶血
講員 – Maurice Geeslin
一、前言
A、耶穌是我們回到父那裏去的保惠师。（約 20:17）
B、耶穌為我們預備了道路，滿有父的榮光。

C、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約一 4: 9-10）

二、靠着基督的十架寶血
A、耶穌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三日
復活。（馬太 16:21）
B、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路24:26-27）
C、按著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潔淨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希9:22）
D、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以1:4-8a)
神的聖潔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愛世人，他賜給我們贖罪祭，就是以他獨生愛
子的十架寶血赦免了我們的罪。

三、主耶穌作為贖罪祭
A、耶穌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的。主耶穌接受了那苦杯，“不要從
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馬可 14:24，32-36）
B、耶穌槍扎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來。這是為我們而流的。（約 19：34-37）
C、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
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
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5：6-10）
D、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
（約一2:1-2）

四、藉著主耶穌的赦罪寶血與父和好
A、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
（以2:12-13）
B、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
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 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使人知道
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羅3:22-26）
C、知道你們得贖，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不是憑著能壞的金
銀等物， 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 （彼前
1:18-21）
D、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他兒子耶穌基督在真理和愛心上必常與我
們同在！（約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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