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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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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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巴谷書 2:20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卅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感 恩、代 禱 與 通 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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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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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忻、馬美德等姐妹
的健康，願主賜恩加力保守他們身心平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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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成人主日學 Adult SundaySchool

11:00 am –
12:00 pm

英語主日學 English Sunday School
青年主日學 Youth Sunday School
兒童主日學 Children SundaySchool

週五 Fri.

7:30-9:30 pm

查經禱告會 Bible Study and Pray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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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6.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The Order of Worship

感謝 神，我們能共同聚集在會堂敬拜讚美主。 請將這一個多小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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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向陽弟兄; 司琴 Pianist: 廖翔繽姐妹
沈 瞳姐妹; 招待 Usher: 王錦梅姐妹
pi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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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收入公告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1100.00
11/9,16,23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400.00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377 首 願主的旨意成就
-4–

November 30, 2014 9:3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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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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 首 願主的旨意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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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褔音 Mark 10：17-2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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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首 父阿, 久在創世之前

少年官

宋海直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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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勝凡弟兄; 主講 Sermon:
宋海直弟兄
司琴 Pianist:
陳錚凱弟兄;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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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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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 ：馬可褔音 Mark 10：17-22節
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有一個人跑來，跪在他面前，問他說：「良善的夫子，我
當做甚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 神
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誡命你是曉得的：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
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虧負人；當孝敬父母。」他對耶穌說：「夫子，這一切我從
小都遵守了。」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
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他聽見這話，臉上就變
了色，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Mark 10:17-22
As Jesus started on his way, a man ran up to him and fell on his knees before
him. "Good teacher," he asked, "what must I do to inherit eternal life?" "Why do
you call me good?" Jesus answered. "No one is good--except God alone. You
know the commandments: `Do not murder, do not commit adultery, do not steal,
do not give false testimony, do not defraud, 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
"'Teacher," he declared, "all these I have kept since I was a boy." Jesus looked
at him and loved him. "One thing you lack," he said. "Go, sell everything you
have and give to the poor, and you will have treasure in heaven. Then come,
follow me." At this the man's face fell. He went away sad, because he had great
wealth.

信息提綱

少年官
講員 宋海直 弟兄
(I)背景
太19:1耶穌說完了這些話，就離開加利利，來到猶太的境界約但河外。路12:1
有幾萬人聚集，甚至彼此踐踏。
路13:22耶穌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經過的各城各鄉教訓人。有一個人問他說：主
啊，得救的人少嗎？耶穌對眾人說：你們要努力進窄門。
路14:26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
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 的門徒。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
我的門徒。=== > 不只是信徒; 事奉與見證的呼召

二、 只有神是良善 - 正是主自己
詩25:8耶和華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
詩34:8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詩86:5主啊，你本為良善，樂意饒恕人，有豐盛的慈愛賜給凡求告你的人。
詩106:1要讚美耶和華！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彌6:8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
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腓3:6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無可指摘的。=== > 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提前1:15)
羅7:18 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
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Example:

約6:28我們當行什麼，才算做神的工呢？..信神所差來的，這就是做神的工。 (要
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
路10:25夫子！我該做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
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你這樣行，就必得永生。 (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
徒16:30二位先生，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腓立比禁卒)

三、 你還缺少一件
可10:21耶穌看著他，就愛他 === > 素來愛馬大和他妹子並拉撒路; 一個門徒，
是耶穌所愛的(約翰) 約13:1 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
出20:17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
的。
太13:22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不能結實。
太6:24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
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
提前6:10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
自己刺透了。
Example:
路19:8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耶穌說：今天救
恩到了這家
(撒該)
徒5:4既賣了，價銀不是你作主嗎？欺哄聖靈,把田地的價銀私自留下幾分
(亞拿尼亞,撒非喇)
腓4:11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
也知道怎樣處豐富；(保羅)
徒3:6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
叫你起來行走！ (彼得)
路12:15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
路12:19(有一個財主田產豐盛)靈魂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作多年的費用，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樂吧！ 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
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
路13:23主啊，得救的人少嗎？…你們要努力進窄門。
太11:12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著了。
路14:33你們無論什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腓3:13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的，
太7:21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
進去。

五、 結語
太19:30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
太20:1天國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進他的葡萄園做工
太20:16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
路10:41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
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