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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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四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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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2. 請為馬美德姐妹、魏忻姐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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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中最年長的石信裕老弟兄於周二(4/8)安睡在主的懷中,昨天在西奈山殯儀
館舉行追思安息聚會，隨即安葬在 Kew Garden 墓園。

年度主題: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April 13, 2014 9:30 am

4. 請為崔月瀅姊妹的工作簽證抽籤代禱，求 神掌管。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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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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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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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李勝凡弟兄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王錦梅姐妹
馮煜皓高麗英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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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6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未開奉獻箱
04/06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未開奉獻箱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420首 從死亡得生命

Through Death to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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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Hymn
3首 三一頌
禱 Prayer and Meditation

114首 因他活著 2X

Because He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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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首 從死亡得生命
Through Death to Life
羅馬書 Romans 6:5-9

榮耀的復活

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孟繁捷弟兄
司琴 Pianist:
高方源姐妹
膳食 Food Preparer：
青年組
幻燈片 Slide：
曾慶薇姐妹

Doxology

會 眾
會

眾

曾裕榮
牧師
會 眾
會 眾

主講 Sermon:
曾裕榮牧師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王玉梅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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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Romans 6:5-9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因為
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他同活。因為
知道基督既從死裏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
If we have been united with him like this in his death, we will certainly also be
united with him in his resurrection. For we know that our old self was crucified
with him so that the body of sin might be done away with, that we should no
longer be slaves to sin-- because anyone who has died has been freed from sin.
Now if we died with Christ, we believe that we will also live with him. For we
know that since Christ was raised from the dead, he cannot die again; death no
longer has mastery over him.

榮耀的復活
講員 – 曾裕榮 牧師
一、前言：
羅 5:12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
人都犯了罪。
二、耶穌復活的事實：由耶穌復活向人顯現的次序來看
（一）主在復活那天：
(1)清早曾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可16:9,約20:11-17）；
(2)早晨曾向雅各的母親馬利亞、撒羅米等婦女顯現（太28:9）；
(3)可能下午曾向彼得顯現（路24:34,林前15:5）；
(4)傍晚曾向往以馬忤斯的二個門徒顯現(路24:13-35)
(5)晚間曾向使徒們顯現(路24:36)，多馬當時不在場(約20:19-25)
（二）八天以後，主再向使徒們顯現，這次多馬在場了(約20:26-29)
（三）以後：
(1).主曾向在堤比哩亞海打魚的七個門徒顯現(約21:1-14)。
(2)曾在加利利約定的山上向十一個使徒顯現(太28:16-20)。
(3 曾向五百多弟兄顯現(林前15:6)
(4)曾向雅各顯現(林前15:7)
（四）升天前曾在橄欖山上向使徒們顯現(路24:50-53)
（五）升天以後：主曾向司提反顯現(徒7:55)，曾向保羅在往大馬色的路上顯現
(徒9:1-9,林前15:8)，曾向使徒約翰在拔摩海島上顯現(啟1:9-20)
三、耶穌的復活：
（一）道成肉身：
-2-

羅 8:3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
狀、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二）復活是榮耀的：
林前 15:43所種的是羞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的；
（三）榮耀的身體：
徒 1:3衪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
顯現、講說 神國的事。
徒 10:40第三日 神叫衪復活、顯現出來、
徒 10:41不是顯現給眾人看、乃是顯現給 神豫先所揀選為衪作見證的人看、就是
我們這些在衪從死裏復活以後、和衪同喫同喝的人。
四、我們與基督一同復活——由羞辱到榮耀（由救恩來認識）
（一）活出基督就是榮耀：神的自己是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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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衪是愛我、為我捨己。
（二）復活進入新造裡面：
羅 6:4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衪一同埋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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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 4:22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
弗 4:23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
弗 4:24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三）成為義的器皿：由罪的器皿成為義的器皿
羅 6:6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衪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
僕．
羅 6:13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倒要像從死裏復活的人、將自己
獻給 神．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 神。
五、進入復活的途徑：
（一）啟示的看見：知道了：舊人同釘十字架！
羅 6:6～7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衪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
僕；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
（二）經歷的事實：經歷耶穌的死在我們身上發動
林後 4:10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林後 4:12這樣看來、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
羅 8:13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
（三）與基督同死就必與祂同活：
羅6:5我們若在祂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衪復活的形狀上與衪聯合。
羅 6:8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祂同活。
六、結論：死亡被吞滅
賽 25:7衪又必在這山上、除滅遮蓋萬民之物、和遮蔽萬國蒙臉的帕子。
賽 25:8衪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主耶和華必擦去各人臉上的眼淚、又除掉普天下
他百姓的羞辱‧因為這是耶和華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