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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敬 拜 程 序

感 恩、代 禱 與 通 知

二 零一 四 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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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The Order of Worship

2. 感谢赞美主！今天鄭儉持、張瑋瑋兩位姐妹于主日學時間在二褸舉行受浸。

Oct. 26 2014 9:30 am

3. 張老師到中國探親。願神紀念保守她的腳蹤。Sister Elise 的母親仍在醫院治
療，請在禱告中記念姐妹的心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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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温老姐妹回大連看望女兒一家，曾憲明夫婦返西安省親，願神眷顧弟兄姐妹的
腳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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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國夏令時下個禮拜天結束，請大家星期六晚上把時鐘撥慢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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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10:45 am
主 日
Sunday
週五 Fri.

11:00 am –
12:00 pm
7:30-9:30 pm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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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陳錚凱弟兄
孟繁捷弟兄
Pizza

司琴 Pianis 廖翔嬪姐妹
招待 Usher:王錦梅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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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主日未開奉獻箱。
10/19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0.00
10/19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0.00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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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John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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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首 何等奇妙的救主
What A Wonderful Savi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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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Marching to Z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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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錚凱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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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陳錚凱弟兄;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膳食 Food Preparer: Pizza
幻燈片 Slide
曾慶薇姐妹

主講 Sermon:
邵 俊弟兄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招待Usher:
王錦梅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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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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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us answered,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啟示錄 Revelation 21:1-8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見
聖城新耶路撒冷由 神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 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 神。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
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
信的，是真實的。」他又對我說：「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
我是終。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
我要作他的 神，他要作我的兒子。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
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裏；
這是第二次的死。」
Then I saw a new heaven and a new earth, for the first heaven andthe first earth had passed
away, and there was no longer any sea. I saw the Holy City, the new Jerusalem, coming
down out of heaven from God, prepared as a bride beautifully dressed for her husband.
And I heard a loud voice from the throne saying, "Now the dwelling of God is with men,
and he will live with them. They will be his people, and God himself will be with them and
be their God. He will wipe every tear from their eyes. There will be no more death or
mourning or crying or pain, for the old order of things has passed away." He who was
seated on the throne said, "I am making everything new!" Then he said, "Write this down,
for these words are trustworthy and true." He said to me: "It is done. I am the Alpha and the
Omega,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To him who is thirsty I will give to drink without cost
from the spring of the water of life. He who overcomes will inherit all this, and I will be his
God and he will be my son. But the cowardly, the unbelieving, the vile, the murderers, the
sexually immoral, those who practice magic arts, the idolaters and all liars--their place will
be in the fiery lake of burning sulfur. This is the second death."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講員 – 邵 俊弟兄
一、什麼是父那裏？（啟示錄 21 章）
二、為什麼我們自己不能去
民數記 8:19
我從以色列人中將利未人當作賞賜給亞倫和他的兒子，在會幕中辦以色列人的
事，又為以色列人贖罪，免得他們挨近聖所，有災殃臨到他們中間。」
民數記 18:22
從今以後，以色列人不可挨近會幕，免得他們擔罪而死。

以賽亞書 6:5
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
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
希伯來書 12:14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三、為什麼只有藉著主耶穌才能到父那裏去？
希伯來書 9:11-14
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幕，不是
人手所造、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
一次進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並母牛犢的灰，灑在不
潔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聖，身體潔淨，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
疵獻給 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原文是良心〕，除去你們的死行，
使你們事奉那永生 神嗎？
希伯來書 10:10
我們憑這旨意，靠耶穌基督，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就得以成聖。
希伯來書 10:10-25
我們憑這旨意，靠耶穌基督，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就得以成聖。凡祭司天天站
著事奉 神，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
贖罪祭，就在 神的右邊坐下了。從此，等候他仇敵成了他的腳凳。因為他一次
獻祭，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聖靈也對我們作見證；因為他既已說過：
主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他們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寫在他們心
上，又要放在他們的裏面。以後就說：我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和他們的過犯。這
些罪過既已赦免，就不用再為罪獻祭了。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
入至聖所，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
的身體。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 神的家！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
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 神面前；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
的指望，不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
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原
文是看見〕那日子臨近，
四、怎樣才是藉著主耶穌到父那裏去？
希伯來書 10:36-39
所以，你們不可丟棄勇敢的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
行完了 神的旨意，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那要來的就來，
並不遲延；只是義人〔有古卷：我的義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後，我心裏就不
喜歡他。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靈魂得救的人。
啟示錄 19:7-8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
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