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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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廿三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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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每年愛餐膳食準備人員的安排表已贴在布告板，請眾弟兄姐妹有感動、有能力
的踴躍參與這項事工，也可以二三個組成小組參與，姓名後註明（合組），膳
食組會協助組成。
3. 今天主日學時間為感恩見証聚會，歡迎大家踴躍參與述說 神的恩典。
4. 請為王玉梅的丈夫李弟兄身體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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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周麗萍姐妹的化療、Tammy 姐妹，馬美德姐妹的健
康、願主賜恩加力保守他們身心、平安。
5. 張新好姐妹已安返紐約，感謝主。溫怡襲姐妹已於上周三蒙主平安保守安返加
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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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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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am –
12:00 pm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成人主日學 Adult Sunday School
英語主日學 English Sunday School
青年主日學 Youth Sunday School
兒童主日學 Children Sunday School

週五 Fri.

7:30-9:30 pm

查經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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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8.

陳錚凱弟兄; 司琴 Pianist: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張新好董金雀姐妹

廖翔繽姐妹
王錦梅姐妹

奉献：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粮，以此試試我，
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户，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這是萬軍之耶和
華說的。[瑪拉基書 3:10]
上周未清點奉獻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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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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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首 一珞我蒙救主引領

陳錚凱弟兄
李勝凡弟兄

3首 三一頌 Dox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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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司琴 Pianist:
膳食 Food Preparer:
幻燈片 Slide:

李勝凡弟兄;
文 卿姐妹;
感 恩 愛 宴;
曾慶薇姐妹;

主講 Sermon:
陳錚凱弟兄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王玉梅姐妹
投影 Slide Projector: 董豪富弟兄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502首 十架不會重逾衪恩洪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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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Scripture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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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purpose is that they may be encouraged in heart and united in
love, so that they may have the full riches of complete
understanding, in order that they may know the mystery of God,
namely, Christ,

希伯來書 . Hebrews 1:2-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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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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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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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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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提綱

從聖靈看父神的心意
講員 –陳錚凱弟兄

一、神在創世紀之前的計劃
在創世紀以前，神就愛子（約 17:24）。
神就預定子為基督（彼前 1:20）。
神揀選了我們是叫我們得兒子得名分（弗一：4-5）。
神在萬古以先，就賜恩給我們，神就預定我們有份
於他得生命。
5. 神預先知道，撒旦要背叛，使萬有和他失去和諧。
6. 神預先知道，人要犯罪墮落。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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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以在創世紀之前，神就和兒子商議，叫他來上十
字架，使萬有和他和諧，普救墮落的人，解決背叛
的撒旦。
二、基督的救赎，成功神的计划
1. 基督的救贖，使萬有與 神和諧，就是要使萬有彰
顯基督。
2. 基督的救贖，是用它的生命，創造人的目的，就是
要使人像基督，有基督的生命和基督的榮耀。
3. 但撒旦的背叛，使萬有脫節，使人類犯罪；因此 神
就藉著救贖，實現它創造的目的（心意）。
三、我們怎樣能進入得勝的生命，滿足 神的心意
1. 對自己（屬肉體，如亞當）完全絕望。
2. 將自己完全奉獻 （羅 12:1）。
3. 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生命。
四、從信心之父 － 亞伯拉罕，看奔走屬天之路的征戰
1. 實例 (創 12:1)
A、帶父親他拉同行
B、帶侄子羅得同行，後二因紛爭而分開
C、所多嗎、蛾摩拉，在耶和華面前罪大惡極，亞
伯拉罕向 神求情。
D、撒拉及埃及人夏甲給亞伯拉罕同房產子。以實
瑪利，亞伯拉罕86歲。
E、亞伯拉罕99歲，神應許給他一個兒子以撒撒拉
已90歲（創 21:10）。
F、神試驗亞伯拉罕將兒子以撒獻祭（創 22:12）。
2. 聖靈和肉體爭戰（加 5:17）。
3. 結語（約 4: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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