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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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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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繼續為陳幼玲姊妹的健康代禱，上周五再度住院；馬美德姐妹、魏忻姐妹在
家修養，請繼續在禱告中記念她們。另請為趟康寧弟羊兄 2/10 日的手術、身體
代禱，願 神的恩典、慈愛與他們同在。

The Order of Worship
Feb. 16, 2014 9:30 am

年度主題: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3. 今天主日（2/16）午餐是 pizza，請弟兄姐妹留步和眾肢體一起分享。
4. 施旭曦陳芳夫婦間上周二返鄉健檢，另為姜弟兄夫婦的平安腳步，請在禱告中
記念。李勝凡弟兄 14 日移民身份上的出庭，法官擇日再審，請繼續代禱，求 神
掌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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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 Tue.
週五 Fri.

11:00 am –
12:00 pm
1:00-1:40 pm
2: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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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禱告組
福音錄像分享
查經禱告會

Adult Sunday School
English Sunday School
SSchool
Youth Sunday School
Children Sunday School
School Prayer Group
Sisters
Gospel Video Show
Bible Study and Pray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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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李勝凡弟兄
孟繁捷弟兄
周向陽弟兄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招待 Usher: 王玉梅姐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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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9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730.00
02/02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0.00

崇拜前的詩歌
538 當我們都回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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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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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Hymn
3首 三一頌
禱 Prayer and Meditation

7首

偉大的神

How Great Thou Art

司 會
琴
會 眾
領 會

538 當我們都回天家
When We All Get To Heaven

約翰褔音John 14:1-4節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
是到父那的道路
Doxology

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李勝凡弟兄
主講 Sermon: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張新好,周麗萍姐妹招待 Usher:
幻燈片 Slide：
曾慶薇姐妹
投影 Projector:

會 眾
會

眾

Brother
Lucio

會 眾
會 眾
曾裕榮牧師
孟繁捷弟兄
王錦梅姐妹
董豪富弟兄

讀 經 Scripture
約翰褔音John 14:1-4節
1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 神、也當信我。2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
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豫備地方去。3我若
去為你們豫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那裏、叫你們也
在那裏。4我往那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你們也知道。〔有古卷作我往
那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5多馬對他說、主阿、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裏去、怎
麼知道那條路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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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o not let your hearts be troubled. Trust in God; trust also in me. 2 In my Father's house
are many rooms; if it were not so, I would have told you. I am going there to prepare a
place for you. 3 And if I go and prepare a place for you, I will come back and take you to
be with me that you also may be where I am. 4 You know the way to the place where I am
going."Christ, who is your life, appears, then you also will appear with him in glory. 5
Thomas said to him, "Lord, we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so how can we know the
way?" 6 Jesus answered,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 是到父那的道路
講員 – Brother一 Lucio
主耶穌是基督徒生活的全部
主耶穌是一條從起點到終點的道路
這條道路圍繞着基督徒生活的所有經歷
一、開端
1. 從我們要在罪中死，被永遠的毀滅
2. 因信祂，我們得救，得生命，被帶進一個全新的方向
3. 從毀滅的道路，轉向通往 神裡面永遠的生命的道路。（約 3：16)
二、在路上
1. 我們走上這條道路是因為信祂，我們因更多的經歷祂而向前走。
2. 我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祂而行。（西 2：6，7）
3. 我們長進中一切的事，都是經歷祂
4. 行走在祂裡面，紮根在祂裡面，被建造在祂裡面
三、終點
1. 講到道路時,我們通常想到的是達到目的地的一種途徑。
2. 但所謂道路並非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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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耶穌說，沒有人可以來（come）到父那裡，而不是去（go）到父
那裡（約 14：6）
4. 祂不單單是開端和道路，還是目的地。
四、主就是道路
1. 主的道路不是屬靈的知識
2. 主的 道路不是委身於的服侍
3. 主的道路不是一個特定的屬靈經歷
4. 主的道路是一個位格：是主基督耶穌
萬萬不可把其他人來代替主基督耶穌和道路，比如以弗所教會（啟 2：
1-7）
行走在主的道路上的關鍵
在主的道路上道路和行走、前進、一步一腳印
我們如何在道路上跟隨祂：
- 順服祂的話語，不要走捷徑
-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他們也跟着我 (約 10：27)
基督徒聽到祂話語的正常方法：
- 在讀經、禱告和生活中，常與祂見面。

屬靈書刊摘要
今天主要讲希伯来书第 10 章的 19 到 25 节。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最先看
到的是，神借着十字架为我们开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从前边的三节经文里
边可以看到，十字架成了这条又新又活道路的一个基础，甚至我们可以说十字架就
是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
坦然进入至圣所”。这个“既”就已经把希伯来书从第 1 章第 1 节一直到第 10 章
18 节所有这些内容都包括进来了，这样一个“既”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是根据那
些内容来说这些劝勉的话的。前边的那些内容如果概括一下的话，那就是十字架的
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包括了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工作的完整描述。“既因
耶稣的血”，是后面劝勉的基础。“耶稣的血”，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耶
稣的血实在是太宝贵。启示录 1 章 5 节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
恶”。歌罗西书 1 章 20 节也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在这
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借着他的血，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坦然”是非常宝
贵的一个字，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喜欢用“坦然”这个字。因为“坦然”是一种以信
心为力量的放胆无惧，相信耶稣的血已经为我而流，相信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挽回了
神的忿怒—对我这个罪人的忿怒；相信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洗尽了我一切的不义。
我就可以坦然进到神的面前，进到至圣所。坦然，放胆无惧，因着十字架的工作，
坦然已经成了基督徒的一种生命本质。坦然就是我们有一种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而有的一种属灵的胆力。坦然！（摘自生命季刊 2012 年 6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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