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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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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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魏忻姐妹，趙康寧弟兄、陳芳姐妹的健康代禱，願 神的恩典、慈愛與他們
同在。

The Order of Worship
March 16, 2014 9:30 am

3. 馬美德姐妹最近健康狀況不佳，請在禱告中紀念她，求 神賜恩保守。

年度主題: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4. 回中國的施弟兄夫婦問候大家。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5. 感謝主，姜弟兄夫妇已平安回來，求主繼續保守他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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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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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金雀姐妹

司琴 Pianist: 高方源姐妹
招待 Usher: 王玉梅姐妹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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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Hymn

禱

告 Prayer

唱

詩 Hymn

讀

經 Scripture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2章1-10節

信

息 Message

唱
默

詩 Hymn
3首 三一頌
禱 Prayer and Meditation

707首

身體得生命

領 會

352首 住在你裏面
Abide in T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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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9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140.00
03/09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0.00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707 首

身體得生命

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司琴 Pianist:
膳食 Food Preparer：
幻燈片 Slide：

司 會
琴
會 眾

接受基督所行道路的奧秘

李勝凡弟兄
廖翔嬪姐妹
青年組
曾慶薇姐妹

Doxology

會 眾
會

眾

Brother
Geeslin
會 眾
會 眾

主講 Sermon: Maurice Geeslin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王錦梅姐妹
投影 Projector: 董豪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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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Scripture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2章1-10節
1我願意你們曉得我為你們和老底嘉人、並一切沒有與我親自見面的人、是何等的
盡心竭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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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奧秘、就是基督．3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他
裡面藏著。4我說這話、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語迷惑你們。2:5我身子雖與你們相離、
心卻與你們同在、見你們循規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堅固、我就歡喜了。6你們既然
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7在他裡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
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8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
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9因為 神
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10你們在他裡面也得了豐盛。他
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1I want you to know how much I am struggling for you and for those at Laodicea, and for
all who have not met me personally.2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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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 whom are hidden all the
treasures of wisdom and knowledge.4I tell you this so that no one may deceive you by
fine-sounding arguments.5For though I am absent from you in body, I am present with you
in spirit and delight to see how orderly you are and how firm your faith in Christ is.6So
then, just as you received Christ Jesus as Lord, continue to live in him,7rooted and built up
in him, strengthened in the faith as you were taught, and overflowing with
thankfulness.8See to it that no one takes you captive through hollow and deceptive
philosophy, which depends on human tradition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is world rather
than on Christ.9For in Christ all the fullness of the Deity lives in bodily form,10and you
have been given fullness in Christ, who is the head over every power and authority.

A、尋求 神
1、因著需要和祈求，尋求 神的幫助 （太7：7）
2、我們歸向祂，祂就回答我們 （林後3：16）
3.、世界的選擇：跟隨人群，滿足現狀
4、在道路中：在我們所行的每一步中，緊緊跟隨（太7：7）

B、聖靈的審判
1.、祂的光顯露我們的本相，柔軟我們的心（約16：8）
2.、為我們的懺悔準備 (路5：8)
3 、世界的選擇：只要比別人好一點就夠了
4.、在道路中: 為了與祂更近，我們需要跟多的亮光，和悔罪

C、基督的啟示
1.、從父那裡來的關於基督的啟示（太16：17）
2.、與其他所有的學習不同：深深的接受和認識，超越一切思想和認識（約17：3）
3.、世界的選擇：多學一點關於基督的知識，跟從一個人或者耶穌的某一個教導
4.、在道路中：一輩子效法耶穌 （西2：3，9-10）
5.、接受“主基督耶穌”（西2：6）
a、接受耶穌 – 從罪中得赦免，進入生命
b、接受基督-彌賽亞— 神的兒子， 萬有的救主
c.、接受祂做主 – 我的主，在我生命的寶座上
6、信靠並接受基督•
a、從上頭生的（約 3:16, 5）
b、憑信心接受神所啟示而不是由別人傳說我們未曾見過（經歷）的。
c、世界的選擇：裏面的催促，團體的歸屬
d、應用在我們的行事為人上－神要求我們憑信而.活（希伯來 11：6）

活在神的靈裏

接受基督所行道路的奧秘
講員 – Brother一 Maurice Geeslin

A、我們裏面的真理聖靈（John 14:16-17, 26）
B、與神在靈裏交通並成長
C、世界的選擇：人的努力從外而內的改變
D、應用在我們的行事為人－藉著神所賜生命聖靈的律

一、前言：
1.、耶穌是道路 (約 14:5-6)
2.、耶穌在通向 神的道路上是起點，途徑和終點。祂讓我們與 神和好，被重新建
造，滿有盼望（西1：21-23）
3、我們如何走在道路上，跟隨祂的腳踪

結論：
所以主耶穌是我們到父那的道路，如果我們接受衪。尋求祂並敝開心靈接受啟
示，操練敬虔順從聖靈行事為人。

二、世界的道路：外邦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西2：8）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祂而行（西2：6）神的道路： 你們既然接受
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祂而行我們過去是怎樣去接受耶穌基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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