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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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三月九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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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馬美德姐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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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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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主題: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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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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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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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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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March 9, 2014 9:30 am

李勝凡弟兄
孟繁捷弟兄
青年組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招待 Usher: 王錦梅姐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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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2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840.00
03/02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300.00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395 哦，我願成為無有
Oh, To Nothing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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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As I Am

司 會
琴
會 眾
領 會

395首 哦，我願成為無有

Oh, To Nothing
約伯記 Jobs 42:1-6節
加拉太書 2:20

由約伯看「己」的遮蓋與拆毀
Doxology

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孟繁捷弟兄
主講 Sermon:
司琴 Pianist:
高方源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周向陽閔皓夫婦 記招待 Usher:
幻燈片 Slide：
曾慶薇姐妹
投影 Projector:

www.nycahome.org

會 眾
會

眾

曾裕榮
牧師
會 眾
會 眾
曾裕榮牧師
孟繁捷弟兄
王玉梅姐妹
董豪富弟兄

讀 經 Scripture
約伯記

Jobs 42:1-6節

42:1 約伯回答耶和華說、2 我知道你萬事都能作、你的旨意不能攔阻。3 誰
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這些事太
奇妙、是我不知道的。4 求你聽我、我要說話．我問你、求你指示我。5 我
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6 因此我厭惡自己、〔自己或作我的言
語〕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1Then Job replied to the LORD:2"I know that you can do
all things; no plan of yours can be thwarted.3You asked,'Who is this that obscures my
counsel without knowledge?' Surely I spoke of things I did not understand, things too
wonderful for me to know. 4"You said,'Listen now, and I will speak; I will question you,
and you shall answer me.' 5My ears had heard of you but now my eyes have seen you.
6
Therefore I despise myself and repent in dust and ashes."

加拉太書 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
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 神的兒子而活、
他是愛我、為我捨己。20I have been crucified with Christ and I no longer live, but Christ
lives in me. The life I live in the body, I live by faith in the Son of God, who loved me and
gave himself for me.

由約伯看「己」的遮蓋與拆毀
講員 – 曾裕榮 牧師
一、前言：
太 16:24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
來跟從我。
來 6:1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
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 神、
彼前 2:1 所以你們既除去一切的惡毒、〔或作陰毒〕詭詐、並假善、嫉妒、和
一切毀謗的話、
彼前 2:2 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纔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們因此漸
長、以致得救．
太 3:8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
羅 6:4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
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裏復活一樣。
二、約伯老自己原遮蓋在籬芭裡面：
（一）神同在：
伯 1:5 筵宴的日子過了、約伯打發人去叫他們自潔‧他清早起來、按
著他們眾人的數目獻燔祭‧因為他說、恐怕我兒子犯了罪、心中棄掉 神。
約伯常常這樣行。
伯 29:3 那時他的燈照在我頭上‧我藉他的光行過黑暗。4 我願如壯年的時
候。那時我在帳棚中‧ 神待我有密友之情‧5 全能者仍與我同在、我的兒女
都環繞我‧
（二）恩典中的能力：世人服在他的能力下：
伯 29:7 我出到城門、在街上設立座位、8 少年人見我而迴避、老年人也起

身站立‧9 王子都停止說話、用手摀口‧10 首領靜默無聲、舌頭貼住上膛。
伯 29:11 耳朵聽我的、就稱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稱讚我‧
※新約時代神的警戒：
太 7:22 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阿、主阿、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
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麼。23 我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我從
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罷。
（三）恩典中的美德：
伯 29:12 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無人幫助的孤兒。13 將要滅亡的為我
祝福。我也使寡婦心中歡樂。14 我以公義為衣服、以公平為外袍和冠冕。
伯 29:15 我為瞎子的眼、瘸子的腳。
※新約時代神的拯救：
西 3:3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 神裏面。4 基督是
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林前 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 神、 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
慧、公義、聖潔、救贖．
三、試煉臨到約伯的反應：
伯 1:21 說、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
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伯 1:22 在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犯罪、也不以 神為愚妄伯 2:10 約伯卻
對他說、你說話像愚頑的婦人一樣。噯、難道我們從 神手裏得福、不也
受禍麼。在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以口犯罪。
伯 16:19 現今、在天有我的見證、在上有我的中保。
伯 23:10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試煉我之後、我必如精金。
林後 4:17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四、約伯「己」的本相露出：
（一）對神的誤解：
（二）對神辯駁的態度(13:3;16:21;23:4)：
（三）對朋友厭煩的態度：
伯 32:1 於是這三個人、因約伯自以為義、就不再回答他。2 那時有布西人、
蘭族巴拉迦的兒子以利戶、向約伯發怒、因約伯自以為義、不以 神為義。
3 他又向約伯的三個朋友發怒、因為他們想不出回答的話來、仍以約伯為
有罪。
五、約伯看見自己的本相：
伯 42:3 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
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4 求你聽我、我要說話‧我問你、求你指
示我。5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6 因此我厭惡自己、〔自己或
作我的言語〕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
六、「己」的拆毀，承受基督裏一切豐富：
加 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
裏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 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
為我捨己。
路 18:29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 神的國、撇下房屋、或是妻子、
弟兄、父母、兒女、30 沒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來世不得永生的。
西 2:9 因為 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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