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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基督徒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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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恩、代 禱 與 通 知

主 日 敬 拜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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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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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怡襲、魏忻、陳芳姐妹、張瑋弟兄等的健康代禱，願 神
的恩典、慈愛與他們同在。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The Order of Worship
March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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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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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am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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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 Fri.

7:30-9:30 pm

查經禱告會

Adult Sunday School
English Sunday School
SSchool
Youth Sunday School
Children Sunday School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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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周向陽弟兄
孟繁捷弟兄
膳 食 組

司琴 Pianist: 高方源姐妹
招待 Usher: 王玉梅姐妹

序

樂 Prelude

經 文 詩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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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Hy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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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Prayer

唱

詩 Hy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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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Scripture

信

息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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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Hymn
3首 三一頌 Doxology
禱 Prayer and Meditation

8首 讚美我主,全能主神
Praise to The Lord, The Almighty

領 會

313首 收我此生作奉獻
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
撒母耳記上
1 Samuel 25:23-3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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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3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500.00
03/23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0.00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313首 收我此生作奉獻
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

司 會
琴
會 眾

事奉的道路－新造的人

會 眾
會

眾

宋海直
弟兄
會 眾
會 眾

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孟繁捷弟兄
主講 Sermon:
宋海直弟兄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膳食 Food Preparer 馮煜皓高麗英夫婦 招待 Usher:
王錦梅姐妹
幻燈片 Slide：
曾慶薇姐妹
投影 Projector: 董豪富弟兄

Tel: 718-424-3990

www.nycahome.org

讀 經 Scripture
撒母耳記上 1 Samuel 25：23-31
亞比該見大衛，便急忙下驢，在大衛面前臉伏於地叩拜，俯伏在大衛的腳前，說：
「我主啊，願這罪歸我！求你容婢女向你進言，更求你聽婢女的話。我主不要理這
壞人拿八，他的性情與他的名相稱；他名叫拿八〔就是愚頑的意思〕，他為人果然
愚頑。但我主所打發的僕人，婢女並沒有看見。我主啊，耶和華既然阻止你親手報
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說：『願你的仇敵
和謀害你的人都像拿八一樣。』如今求你將婢女送來的禮物給跟隨你的僕人。求你
饒恕婢女的罪過。耶和華必為我主建立堅固的家，因我主為耶和華爭戰；並且在你
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甚麼過來。雖有人起來追逼你，尋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卻在
耶和華─你的 神那裏蒙保護，如包裹寶器一樣；你仇敵的性命，耶和華必拋去，
如用機弦甩石一樣。我主現在若不親手報仇流無辜人的血，到了耶和華照所應許你
的話賜福與你，立你作以色列的王，那時我主必不至心裏不安，覺得良心有虧。耶
和華賜福與我主的時候，求你記念婢女。」我主現在若不親手報仇流無辜人的血，
到了耶和華照所應許你的話賜福與你，立你作以色列的王，那時我主必不至心裏不
安，覺得良心有虧。耶和華賜福與我主的時候，求你記念婢女。」
When Abigail saw David, she quickly got off her donkey and bowed down before David
with her face to the ground. She fell at his feet and said: "My lord, let the blame be on me
alone. Please let your servant speak to you; hear what your servant has to say. May my lord
pay no attention to that wicked man Nabal. He is just like his name--his name is Fool, and
folly goes with him. But as for me, your servant, I did not see the men my master sent.
"Now since the LORD has kept you, my master, from bloodshed and from avenging
yourself with your own hands, as surely as the LORD lives and as you live, may your
enemies and all who intend to harm my master be like Nabal. And let this gift, which your
servant has brought to my master, be given to the men who follow you. Please forgive your
servant's offense, for the LORD will certainly make a lasting dynasty for my master,
because he fights the LORD's battles. Let no wrongdoing be found in you as long as you
live. Even though someone is pursuing you to take your life, the life of my master will be
bound securely in the bundle of the living by the LORD your God. But the lives of your
enemies he will hurl away as from the pocket of a sling. When the LORD has done for my
master every good thing he promised concerning him and has appointed him leader over
Israel, my master will not have on his conscience the staggering burden of needless
bloodshed or of having avenged himself. And when the LORD has brought my master
success, remember your servant."

一、 人的受造乃為敬拜與事奉
太4:10 因為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
創2:15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 事奉從創世
記到啟示錄
啟22:3 在城裡有神和羔羊的寶座；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
出8:1..吩咐摩西說:你進去見法老，對他說:耶和華這樣說：容我的百姓
去，好事奉我。
事奉 - 五經超過50次, 出埃及記近20次。

二、 事奉的人 - 新造的人
出32:26..凡屬耶和華的，都要到我這裡來！於是利未的子孫都到他那裡聚
集..
出32:27.在營中往來,從這門到那門,各人殺他的弟兄與同伴並鄰舍 == >
殺死肉體
賽52:11 你們扛擡耶和華器皿的人哪，務要自潔。
林前2:14 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
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

三、 拿八之例
撒上25:25 這壞人拿八（就是愚頑的意思），他的性情與他的名相稱… 他
性情凶暴，無人敢與他說話。
撒上25:29 你的性命卻在耶和華─你的神那裡蒙保護，如包裹寶器一樣；
西3:3 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四、 結語
彼後1:4..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 >
己的對付
羅12:1,2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
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
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林後3:18..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裡返照,就變成主的形
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事奉的道路－新造的人

福音要傳到地極 - John Wesley was ordained to the Anglican priesthood in
1728(25 yrs old).He wrote to a friend within a year “I look upon all the world as
my parish”

講員 宋海直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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