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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敬 拜 程 序

感 恩、代 禱 與 通 知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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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教會和在基督裏聚會及路德會以馬內利空共同舉辦復活節特會，「進入復
活的途徑」,我們教會有廾多人參與服事等，別忘了，今晚同時間仍有一場。

The Order of Worshi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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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主題: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April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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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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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Hymn
3首 三一頌
禱 Prayer and Med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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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陳錚凱弟兄

司琴 Pianist: 高方圓姐妹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王玉梅姐妹
馮蟾福弟兄王錦梅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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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3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715.00
04/13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300.00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96 首 恩典－美妙聲音

經 文 詩 歌
112首 他是主 3X

He Is Lord

司 會
琴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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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首 恩典－美妙聲音
Grace！’Tis A Charming Sound
約翰福音 John 1章14－18節
創世記 Genesis 3:1-9

從耶穌而來的恩典--真理

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李勝凡弟兄
司琴 Pianist:
陳錚凱弟兄
膳食 Food Preparer 馮煜皓高麗英
幻燈片 Slide：
曾慶薇姐妹

Doxology

會 眾
會 眾
Maurice
Geeslin
會 眾
會 眾

主講 Sermon:
Maurice Geeslin
翻譯 Translator:
沈 彤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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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John 1章14－18節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
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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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從他豐
滿的恩典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17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
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14And so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took a place among us for a time; and we saw his
glory--such glory as is given to an only son by his father--saw it to be true and full of grace.
15 John gave witness about him, crying, This is he of whom I said, He who is coming after
me is put over me because he was in existence before me.16 From his full measure we have
all been given grace on grace.17 For the law was given through Moses; grace and the true
way of life are ours through Jesus Christ. 18 No man has seen God at any time; the only
Son, who is on the breast of the Father, he has made clear what God is.

創世記 Genesis 3:1-9
1 耶和華 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 神
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喫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麼。2 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
果子我們可以喫．3 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 神曾說、你們不可喫、
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4 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5 因為 神知道、
你們喫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 神能知道善惡。6 於是女人見那棵
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
果子來喫了．又給他丈夫、他丈夫也喫了。7 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纔
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作裙子。8 天起了涼
風、耶和華 神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 神的聲音、就藏在園裡的
樹木中、躲避耶和華 神的面。9 耶和華 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那裡。
Now the serpent was more crafty than any of the wild animals the LORD God had made. He
said to the woman, "Did God really say, `You must not eat from any tree in the garden'?"
The woman said to the serpent, "We may eat fruit from the trees in the garden, but God did
say, `You must not eat fruit from the tree that is in the middle of the garden, and you must
not touch it, or you will die.' " "You will not surely die," the serpent said to the woman. "For
God knows that when you eat of it your eyes will be opened, and you will be like God,
knowing good and evil." When the woman saw that the fruit of the tree was good for food
and pleasing to the eye, and also desirable for gaining wisdom, she took some and ate it. She
also gave some to her husband, who was with her, and he ate it. Then the eyes of both of
them were opened, and they realized they were naked; so they sewed fig leaves together and
made coverings for themselves. Then the man and his wife heard the sound of the LORD
God as he was walking in the garden in the cool of the day, and they hid from the LORD
God among the trees of the garden. But the LORD God called to the man, "Where ar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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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耶穌而來的恩典--真理
Brother －Maurice Geeslin
一、前言： 耶穌是真理 (約 14:6)
1、耶穌是信實的，具有完全的神性與人性
2、耶穌是讓我們與神和好的真理
3、在耶稣里，真理来自恩典。让我们思考，我们是否一定需要这样的恩典？
二、道成肉身为我们带来恩典和真理（約 1：14, 16 - 18）
1、耶穌向我們顯明了真理來自天父上帝。
2、当父懷裡的獨生子將神表明出來，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3、恩典和真理被我们得着。
三、我们如何在伊甸园丧失真理
1、我們按著神的形象和樣式被造，全無虛假 （創 1:26-27,31)
2、在伊甸园堕落 （創 3:1-6)
3、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他從起初是殺人
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裡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是說謊
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約 8：44)
4、撒旦的攻略是要人偏離真理
5、犯罪和躲避神 （創 3:7-10)
6、因為我們躲避神和真理，從此一切成了謬誤。
7、我們竭力取悅世人，以為或許這樣就能取悅神。
8、我們的肉身寄居在充滿虛假的世界，然後我們也彼此虛假。
四、如何尋回真理
1、從神而來的恩典 － 最初的中保 （創 3:21)
2、耶稣：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約 1：
14, 17)
3、耶穌來是召罪人悔改。（路 5:30-32)
4、耶穌來赦免人的罪（路 7:36-50)
五、失而復得的真理讓我們勇敢面對
1、神的赦罪讓我們省察人的罪性
2、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3、真理是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羅 3:24-5)
六、 耶穌是讓我們與神和好的真理 （約 1：14, 16 - 18）
1、耶穌向我們顯明了真理來自天父上帝
2、耶穌是完全的人，按着神的样式被造（創 1:26-27)
3、我们沒有一件事是憑著自己做的，乃是照著父所教訓我们的。 （約
8: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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