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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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感 恩、代 禱 與 通 知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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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Order of Worship
April 2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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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 am

年度主題: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3. 郑武飞弟兄夫妇去聖地旅遊二周，请为他们的旅程平安祈祷，求主一路保守。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4. 施弟兄和陳芳姐妹問眾弟兄姐妹平安，陳芳姐妹在中國的化療進行順利，預計
五月底他們將回美國。
5. 請為崔月瀅姊妹的工作簽證抽籤代禱，求 神掌管。

序

樂 Pre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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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文 詩 歌
390首 眾人湧進主的國度

唱

詩 Hymn

Many Crowd the Saviour's
Kingdom

禱

告 Prayer

唱

詩 Hymn

讀

經 Scripture

約翰福音14:6 使徒行傳4:12
會
提摩太前書2:5 約翰福音1:14

信

息 Message

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

唱
默

詩 Hymn
3首 三一頌
禱 Prayer and Med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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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向陽弟兄
孟繁捷弟兄
膳 食 組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招待 Usher: 王錦梅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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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0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422.00
04/20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0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419 一直走十架窄路
All The Way To Calvary

司 會
琴
會 眾
領 會

419首

一直走十架窄路

All The Way to Calvary

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陳錚凱弟兄
司琴 Pianist:
高方圓姐妹
膳食 Food Preparer
馮蟾福王錦梅
幻燈片 Slide：
曾慶薇姐妹

Doxology

主講 Sermon:
翻譯 Translator:
招待 Usher:
投影 Projector:

41-21 Elbertson St.，Elmhurst N.Y.11373
Tel: 718-424-3990 www.nycahome.org

會 眾
眾

吳堅弟兄
會 眾
會 眾
吳 堅 弟兄
孟繁捷弟兄
王玉梅姐妹
董豪富弟兄

讀 經 Scripture

約 14：1，耶穌要門徒特別注意這件事情，要求門徒們心裡不
要憂愁（憂慮，煩惱，搖動，攪亂），因為耶穌知道他們的信
心沒有根基，僅止於表面與耶穌同在，內裡缺乏信靠真理的穩
固性！

約14:6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
去。
Jesus answered,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徒4:12 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着得拯救的。
Salvation is found in no one else, for there is no other name under heaven
given to men by which we must be saved."

提前2:5 因為只有一位神，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
人的耶穌基督。
For there is one God and one mediator between God and men, the man
Christ Jesus,

約1:14 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
們也是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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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
信息綱要
講員–吳堅弟兄
聖經說因為萬有都本於祂（from Him)，倚靠祂(through Him)，
歸於祂(onto Him), 祂就是神，是萬有的第一因（first cause),在一
切造化之先就存在的那一位，全知，全豊，全能，自有,永有，過去，
現在，直到永遠，都不改變的那一位真神。阿門！
太初有道（話）；諸天述說；穹蒼傳揚；祂的話語通遍亮帶。。
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基督耶穌就是「神的話」=祂就是「真理」。
A.

有耳可聽的，請仔細的聽啊！
真理就是真實，確實的意思，是不能受任何環境時代變動而改
變的，與我們地上人的理解不同，多少時候，我們不過把真理
當個道理看待，聽道時的回應就是：嗯！他講的很有道理。這
是今日信徒的錯誤想法，以致引到了沒有根基的泥地裡。

B.

真理如何穩固我們的信心呢？
1。主說，我是生命的糧：
太 4：4 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真
理）
主說，我的食物，就是差我來者的旨意（真理），我將祢的話，
當作食物吃了，嘴裡發苦腹中卻是甘甜，像湧出的活水一般。
2。真理與信心要調和，調和就是（混合，聯絡，連接），兩
者必須調和，否則所聽見的道就與你們無益了。信心是由內而
生，真理是由耳入內，好像和麵一樣，水與麵要調和妥當，才
能發揮作用，否則水非水麵非麵，就成了福音書中說的稗子，
稗子原文是莠草，莠乃是毫無用處，沒有價值，good -for nothing.
3. 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
第一段的話，所信的道上（信心與真理），再一次的強調兩者
的合一性，對着信主之人，這是應許，是盼望，也是屬靈生命
的察驗。
我們是不是屬靈的胃口愈來愈好？想要更多的認䛊神，（長
進），生活之中，是不是常以神為喜樂？是不是一想到神的恩
典與話語，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願我們不要輕忽任何一句主耶穌講過的話，真理=生命=信
心，真理是生命的柱石，真理就是永生的糧，有了永生的應許，神
就賜我們力量走在這條道路上，生命越是剛強，走路越穩重，不憂
愁，不搖晃，步調穩健，滿了盼望，滿了喜樂。
分享： 約 2:6-10

從石缸子流出來的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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