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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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零一 四 年十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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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請為王玉梅的丈夫李弟兄身体代禱，願神恩典憐恤，請在禱告中記念他的健康
及姐妹的心力、体力。

Nov. 16 2014 9:30 am

The Order of Worship

3. 張老師到澳洲旅遊。願神紀念保守她的腳蹤。下周一返港，周二返回紐約。Sister
Elise 的母親巳出院，姐妹謝謝大家在的在禱告中記念。
4. 請為周麗萍的化療、Tammy 姐妹，馬醫生的健康、願主賜恩加力保守他們身心、
平安。
5. 温老姐妹已回紐約處理移民加拿大等事宜，願神眷顧老姐妹健康及腳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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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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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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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愛筵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招待 Usher: 王玉梅姐妹

序

樂 Prelude

唱

詩 Hymn

禱

告 Prayer

唱

詩 Hymn

讀

經 Scripture

希伯來書 Hebrews 1:1-3
約翰福音 John 14:6-11

信

息 Message

藉著主耶穌回到天父那裏去

報

告 Announcement

唱

詩 Hymn

默

禱 Prayer and Meditation

528 首 我想我家鄉在那邊
Oh Think of The Home Over There

542首

再不久

Sweet by And by

3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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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rice
Geeslin
李勝凡弟兄

三一頌 Doxology

會

眾

會

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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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未清點奉獻
11/09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0.00
11/09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0.00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542首

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李勝凡弟兄;
主講 Sermon:
Bro. Geeslin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沈 瞳姐妹
膳食 Food Preparer: 周向陽閔皓夫婦
招待 Usher:
王錦梅姐妹
幻燈片 Slide
曾慶薇姐妹
投影 Slide Projector
董豪富弟兄

再不久

Sweet by And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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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Scripture
希伯來書 Hebrews 1:1-3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地曉諭列祖，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
諭我們；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他是 神榮
耀所發的光輝，是 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
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In the past God spoke to our forefathers through the prophets at many times and
in various ways, but in these last days he has spoken to us by his Son, whom he
appointed heir of all things, and through whom he made the universe. The Son is
the radiance of God's glory and the exact representation of his being, sustaining
all things by his powerful word. After he had provided purification for sins, he sat
down at the right hand of the Majesty in heaven.
約翰福音 John 1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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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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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不認識我嗎？人看見了我，就
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將父顯給我們看』呢？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
你不信嗎？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憑著自己說的，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父
做他自己的事。你們當信我，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即或不信，也當
因我所做的事信我。
Jesus answered,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If you really knew me, you would know my Father as
well. From now on, you do know him and have seen him." Philip said, "Lord,
show us the Father and that will be enough for us." Jesus answered: "Don't you
know me, Philip, even after I have been among you such a long time? Anyone
who has seen me has seen the Father. How can you say, `Show us the Father'?
Don't you believe that I am in the Father, and that the Father is in me? The words
I say to you are not just my own. Rather, it is the Father, living in me, who is
doing his work. Believe me when I say that I am in the Father and the Father is in
me; or at least believe on the evidence of the miracles themselves.

藉著主耶穌回到天父那裏去
講員 – Brother Maurice Geeslin
一、導讀 (約14:6b)「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A、回到天父那裏去 － 藉著主耶穌的贖罪祭。
B、主耶穌使我們認識了天父。
C、今天，藉著主耶穌看見並認識天父。

二、主耶穌與腓力的對話 (約14:7-11)
A、藉著主耶穌認識並看見天父。
B、腓力的請求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心聲：將父顯現給我們看。
C、主耶穌的回應：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
D、主耶穌在父裏面，父在他裏面，是我們信仰的根基。
E、主耶穌對我們所說的話，不是憑著自己說的，乃是憑著父。
F、住在主耶穌裏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
G、信仰根基：我們也當因父所做的事而信他。
H、腓力的請求：按著我們想要被顯現的樣式顯現給我們看。
I、天父的道路是憑著信心。
J、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如今顯現給我們看 （西1:15）「愛子是那不
能看見之 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K、顯現給那些謙卑、信靠他的人看。
三、腓力經歷父的話與父做的事 (約6:1-14)
A、主耶穌給腓力的功課 (約6:6) 。「（他說這話是要試驗腓力；他
自己原知道要怎樣行。）」
B、醫治的神蹟彰顯神的作為。
C、父做的事彰顯他的大能超越自然。
D、腓力的見證：父的慈愛彰顯給病痛和饑餓的人。
E、父的慈愛與憐憫顯現在主耶穌與門徒每天的交通中。
F、思想腓力的見證與主耶穌上十架並復活。
四、主耶穌將父顯現給我們看
A、主耶穌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榮光、恩典、真理 (約
1:14) 。
B、主耶穌將父表明給我們 (約1:18)。「從來沒有人看見 神，只有
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C、父藉著主耶穌曉諭我們 (來1:1-2)。
D、主耶穌為我們顯現神本體的真像 (來1:3)。
E、世上充滿了各樣的宗教，自認為可以顯明父的真像。
F、讚美天父將他的真像顯明給信靠他的人。
G、但天父唯獨藉著他的獨生愛子曉諭我們，即我們的救主耶穌。
H、主耶穌將父的真像顯明給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