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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敬 拜 程 序

感 恩、代 禱 與 通 知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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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鄭媽媽、魏忻姐妹、陳芳姐妹、趙康寧弟兄、張瑋弟兄等的健康代
禱，願 神的恩典、慈愛與他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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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題: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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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溫怡襲姐妹已去加拿大探親，求 神看顧、並保。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5. 回中國的施弟兄夫婦問大家主内平安，并感谢弟兄姐妹的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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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孟繁捷弟兄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王錦梅姐妹
馮煜皓弟兄，高麗英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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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6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513.00
03/16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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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樂 Prelude

唱

詩 Hymn

禱

告 Prayer

唱

詩 Hymn

讀

經 Scripture

信

息 Message

唱
默

詩 Hymn
3首 三一頌 Doxology
禱 Prayer and Med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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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文 詩 歌

364首 信而順從
Trust and Obey

司 會
琴
會 眾
領 會

291首 哦,我要像你
O to Be Like Thee
約翰福音 John 1:14-18

摩西,我們學習的榜樣

陳錚凱弟兄
高方源姐妹
董金雀姐妹
曾慶薇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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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
招待
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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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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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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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剛弟兄
會 眾
會 眾
周 剛弟兄
孟繁捷弟兄
王玉梅姐妹
董豪富弟兄

讀 經 Scripture

道與兩個見證人

約翰福音 John 1:14-18

我們再來看最後的括弧，第15節-17節。「約翰」就是作先鋒的那一位，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

「為衪作見證，喊著說：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在我以
前的，因衪本來在我以前。」這是舊制度下最後的話。它宣告說，道成了
肉身，在地位上是優越的，因為祂本有永遠的優越性。後來耶穌自己也說，
「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

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翰為他作見證，喊著說：「這就
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在我以
前。』」從他豐滿的恩典裏，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
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從來沒有人看見
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底下是新制度下的第一句話，是新時代的見證。使徒約翰說，「從衪的豐
滿裏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其字面的意思是：從祂的豐滿裏，我們都領受了，
並且恩上加恩，在原來的恩典裏加上恩典，一個恩典接著另一個恩典。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made his dwelling among us. We have seen his
glory, the glory of the One and Only, who came from the Father,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John testifies concerning him. He cries out, saying, "This was he of whom I
said, `He who comes after me has surpassed me because he was before me.' "
From the fullness of his grace we have all received one blessing after another. For
the law was given through Moses; grace and truth came through Jesus Christ. No
one has ever seen God, but God the One and Only, who is at the Father's side, has
made him known.

舊的時代固然是出於祂的恩典，但這恩典尚未完全。律法是藉摩西傳的，
是暫時的。現在，「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它的意思並非說，
恩典與真理取代了律法，而是說律法是暫時將真理應用出來，並非是真理
最終的說明。這一節常常被引用來劃分律法與恩典基本上的界限。但事實
上並非如此；不過它確在兩者的方法上劃出清楚的界限。律法是恩典的表
達，是短暫的，過渡性的，適合當時的需要。其中的每一條例都是為著人
的益處而作的要求，是出於愛心的，也就是出自神心中的恩典。它是藉著
摩西傳的。

摩西，我們學習的榜樣

現在這個同樣的恩典與真理聯合起來，經由耶穌基督來到了。一切律法的
要求，都由於道成肉身，達到更高的意義；二者都是關於道德的準則，並
且要靠人的實行來加以詮釋。但現在這產生律法的恩典已經以行動出現，
它要藉著洗淨人的本性來使人變得尊貴，並且有新的生命。

講員 周 剛弟兄
屬靈書刊摘要
被看見的道
在第14節的括弧裏，約翰說，「我們也見過衪的榮光」（原文作「榮耀」）。
這道支搭祂的帳幕在我們中間，而「我們看見」了。希臘原文的意思乃是，
我們檢查過，我們完完全全的看見過。而所看見的，是「榮耀，正是父獨
生子的榮耀」。此處希臘文的介係詞是Para，也就是說祂是那位「與父同
在的獨生子」，其思想乃是指父與子之間完全的交通。
接著他用幾個字描寫那個榮光，「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後來約翰
在主工作範圍裏所記載的那些兆頭中，首先是在迦拿的變水為酒。這是神
在創造裏的榮耀。他所記載的最後一個兆頭是，使拉撒路從死裏復活，這
是神在恢復裏面的榮耀。當水變成葡萄酒時，祂的榮耀照射出來了。當一
個死人的身體從墳墓出來，力氣復元，照常活動時，神的榮耀被看見了。

因此我們有三個括弧。「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與第
一個創造有關，是起始的。在過程中繼續發展時，這生命的源頭在人裏面，
就是光。這道關聯到一個新的開始。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名叫約
翰，他來是為光作見證；有一個「光」，已經來到這世界。凡接受祂的，
祂就建立一個新創造，凡接受祂的，都成了神的兒女。當祂在肉身上支搭
帳幕時，「我們也見過衪的榮光。」
在這裏有兩個見證人說了話，一個是先鋒約翰，是希伯來系統的最後一個
人，另一個是使徒約翰，是新時代信息的傳遞者。舊的是從那位更古老的
出來的，因為「太初」是在律法之前，「道與神同在」。現在這「道」─
─在每一方面都是最起初的──「成了肉身」；祂是那位「在我之前」的，
因此新時代是與永恒相聯結的。
這位最起初的既然已經以新的方式來到了，那麼這位與律法時代有關，又
是新時代先鋒的約翰就此隱退，新時代的使徒開始為祂作見證。
（摘自摩根解經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