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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敬 拜 程 序 The Order of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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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十一月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Nov. 2, 2014 9:3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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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年度主題: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

2. 感谢赞美主！上周有鄭儉持、張瑋瑋兩位姐妹受浸，歡迎他們加入基督名下。

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3. 張老師到中國、香港探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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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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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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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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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服務事工如下
今 日 This Sunday
領 會 Worship Leader
司 琴 Pianist
翻 譯 Translator
招 待 Usher
膳 食 Food Preparer
幻燈片 Slide
投 影 Slide Projector

下 週 Next Sunday 9/14
孟繁捷弟兄
廖翔嬪姐妹
李勝凡弟兄
王錦梅姐妹
青年組
曾慶薇姐妹
董豪富弟兄

陳錚凱弟兄
廖翔嬪姐妹
孟繁捷弟兄
王玉梅姐妹
Pizza
曾慶薇姐妹
董豪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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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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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清點奉獻箱
未清點奉獻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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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就是我的世界

啟示錄 Revelation21:1-5 節
神的心意-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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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啟示錄 21 章 1-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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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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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心意-耶穌基督
講員

陳品真

我們曾經講過,耶穌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祂,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這句經文也可以這樣的理
解:必須藉著祂,人才能到父那裏去!我們當中可能有人要問,到父那裏去是甚麼意思?人為甚麼要到父那
裏去?不去行嗎?這一連串的問題,只是說明我們對著真理不明瞭,對著 神的心意不清楚,正如耶穌說,你們
是行在黑暗中,未能在光中行!
約10:1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人進羊圈,不從門進去,倒從別處爬進去,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
帳號只有一個,簽字只有一個,除此之外,一切都無效用,
徒4:12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弗4:5~7「一神,一主,一信,一洗,一靈,我們蒙恩,都是照著基督所量給我們的恩典才成的.」
當人不明白基督恩典時,我們只能為他們迫切禱告,求神憐憫,他們所提出的問題靠著人的智慧是無法回
答的,感謝父神,祂向著悖逆之人的寬容,忍耐與盼望他回轉的心是何等的深啊!
甚至有許多的基督徒問,甚麼是神的旨(心)意? 他們信主的目的,僅僅為著 信耶穌得永生,因此一生的日
子都在等死,為了死後得永生,何等的可悲! 他們不明白神的旨意,不知道得救的目的,讓我們在神的話語
中繼續學習, 造就自己,深願智慧和啟示的聖靈,幫助我們更多的認識神,明白祂的心意.
來12:5 你們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說,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因
為主所愛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再者,我們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我們尚且敬重他,何況萬
靈的父,我們豈不更當順從祂得生嗎!
創1: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傳3:11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永生原文作永遠〕然而 神從始
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神是自有,永有,直到永遠的那一位,是一切被造之物的第一因(first cause), 除了人以外,其他被造之物,神都
沒有將永生安置在它們裡面,所以它們是”出於土,歸於土”,但是神賜給人的生命與世代卻大不同了,所
以我常說,聖經是一本生命啟示的話語書,它是創造者賜給被造之人的旨意書,今生若不能明白神的旨意
及生命的意義,我們就是浪費光陰,糟蹋恩典,走在一條幽暗漆黑的路上, 求神開啟明亮我們心中的眼睛,
讓我們真實明白祂的旨意並且因順服而得生.
路1:78(主的話),像清晨的日光,照進了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把他們的腳步引到平安的路上
神所預備的有”今生的”與”將來的”生命與世代,任何人都無法脫離神的掌管,生命的真實意義乃在
乎與當時世代各樣人,事,物間存在的互動關係,當互動的能力與關係停止的時候,就進入生命之外的狀態
稱之為”死亡”.
現今的世代與生命:
世人都活在其中,但因為人向著神悖逆的罪行與自我中心的生活,
羅5:12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 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現今的世代與生命,自亞當向神犯罪後,這罪性就世世代代的傳於眾人的生命之中,因此,我們都犯罪得罪
了神,連一個義人都沒有!
聖經說,罪的工價就是死,死後且有審判!
現今世代的生命與內容,

記載於詩90: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強壯的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 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
們便如飛而去了.現今的世代被撒旦魔鬼的權勢所霸佔,人生活在與神為敵,貪愛世界,隨從今世風俗的權
勢之下,心中沒有盼望,沒有神,一生的結局就是死,並且等候著審判大日的到來!這是聖經的話,有耳可聽
的都當聽啊!
將來的世代與生命
啟示錄15:4,11:15 主啊!誰敢不敬畏祢,不將榮耀歸與祢的名呢!因為獨有祢是聖的,萬民都要來在祢面前
敬拜,因為祢公義的作為已經顯出來了..天上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
到永永遠遠.
天上有大聲的宣告說,啟21:3 看啊!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神要擦去他們一切
的眼淚,不在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為以前的事(世代與生命)都過去了!將來的世代,是全然
更新(All New)的新天新地,魔鬼撒旦與罪惡的權勢被神的大能完全銷毀吞滅,這將來的世代(國度)是全然
屬神的,人在其中與神面對面,敬拜服事神. (啟:3~4)
試問,一個人若沒有得著神的性情又與祂為敵,如何能在將來的世代中與神互動,持續發展良善的生命關
係?
將來的世代中,神說,不再有死亡(一切都是與神持續發展的關係),請問,那些不認識神,棄絕我主耶穌基督
福音的,將置身何處,下場如何呢? 他們無處可躲,無處可逃啊!
親愛的,現今世代與生命的終結,絕對不意謂著”結束”或”沒了”,所以聖經說,當審判之日,惡人(不信
神的外邦人)必站立不住,向糠皮被風吹散,要進入永刑,就是那為魔鬼撒旦與牠的跟隨者所預備的地方-地獄火湖!
我們若明白神對著生命的旨意與安排計劃,我們就當思想,問問自己在將來完全屬神的國度裡,能否與聖
潔的神並其中的人,事,物有互動,並持續發展良好關係的生命呢? 是否會成為將來世代中被棄絕 (無份
的) 的人.我想起主的話說,你們當先求祂的國(將來的世代)和祂的義(屬神的性情),是的,這話何等的真實!
當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乃是告誡我們,這事是在一切之先,極其重要啊!If you are too busy to know God,
you are too busy indeed!
我們接著講: ”藉著耶穌,我們可以到父那裏去”的真理.
神從起初就定規,屬神的人要回到新造的伊甸園中(新天新地=以神為中心圍繞的,神要與人同在,我們作
他的子民神是我們全然的供應,保護和醫治),
來11:10,16它是更美的家鄉,是屬天的,是一座有根有基的新城 –是神親手所建造的新耶路撒冷聖城.是
神為我們所預備更美的事,以上就是耶穌所說的,到父那裏去的地方與原因,
沉淪的人,也得去一個永遠的地方-地獄,受永火的刑罰.
所以詩歌的歌詞唱著,永永遠遠,永永遠遠,你要如何過此永遠?永生,永刑都是永遠,你要仔細斟酌選擇!神
一切創造的中心是人,因為一切所造的都是為著人,神要讓人明白且遵行祂的旨意,藉著人,將祂的豐滿,
智慧,能力與愛心等之性情全然彰顯出來,
詩8:4人「算甚麼,祢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祢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耶穌基督,神的獨生子(the only begotton son),是神”道成肉身”成為人的樣式,祂就是神(He is God,
Unique-ness,獨一性),正如耶穌告訴門徒,你們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神,我在祂裡面,祂在我裡面!祂們是完
全合一的那位真神!
可1:1 耶穌基督是福音的起頭,
約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腓2:6~8 祂本有(是)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想爭取些甚麼),反倒虛己(倒空自己,謙卑自
己),取了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致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順服神愛世人的心
意,為我們的罪過,在十字架上代償付了我們因犯罪所欠神的的工價-死)因著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死,祂
為我們付清了罪價,Paid-in-full,凡接受祂救贖恩典的人,都能與神和好,神與人中間隔斷的牆移去了,
來10:19~20,22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著祂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
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祂的身體.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洗去,身體用清水(pure water)洗淨了,就當存
誡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
耶穌死在十字架上,真理的認知:
1.
完全的替代性:：替代的條件必須是人替代人. 牛,羊,鴿子的血,不能代替人的罪,它們不過是藉
著每年的獻祭,叫人想起自己的罪來.(來9)
賽53 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了醫治,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了平安
2.
永遠的贖價:：約壹1: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
一切的不義.
3.
白白的恩典,完全的赦免Salvation is FREE, but very costly,啟22:17 聖靈和新婦都說,來!聽見的人
也說,來!口渴的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有人想靠行為稱義,有人想藉宗教成聖,但聖
經說,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並非出於自己(行為,想法),免得有人自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