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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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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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主題: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3. 今天午餐是母親節愛筵，希望大家留下來一起享用，並祝母親們母親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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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于五月二十六日回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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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李勝凡弟兄
孟繁捷弟兄
董金雀姐妹

司琴 Pianist: 高方源姐妹
招待 Usher: 王錦梅姐妹

序

樂 Prelude

唱

詩 Hymn

禱

告 Prayer

唱

詩 Hymn

讀

經 Scripture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236 首 聖靈顯現在我衷

The Spirit Dwells in Me

經 文 詩 歌
700 首 慈仁牧人

236 首 聖靈顯現在我衷

The Spirit Dwells in Me
出埃及記

12:31

約書亞記

24:14

息 Message

唱

詩 Hymn
3首 三一頌
禱 Prayer and Meditation

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孟繁捷弟兄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 姐妹
膳食 Food Preparer： 母親節愛筵
幻燈片 Slide：
曾慶薇姐妹

會 眾

會

眾

22:6

信仰的傳承：
神的託付 父母的責任

信

默

司 會
琴
會 眾
領 會

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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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4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1,865.00
05/04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0.00

May 11, 2014 9:30 am

Dox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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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埃及記

Exodus

12:31

夜間法老召了摩西亞倫來、說、起來。連你們帶以色列人、從我民中
出去、依你們所說的、去事奉耶和華罷．
During the night Pharaoh summoned Moses and Aaron and said, "Up!
Leave my people, you and the Israelites! Go, worship the LORD as you
have requested.
約書亞記 Joshua
24:14
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誠心實意地事奉他．將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
和在埃及所事奉的神除掉、去事奉耶和華．15若是你們以事奉耶和華
為不好、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
的神呢、是你們所住這地的亞摩利人的神呢。至於我、和我家、我們
必定事奉耶和華。
"Now fear the LORD and serve him with all faithfulness. Throw away the
gods your forefathers worshiped beyond the River and in Egypt, and serve
the LORD.
15 But if serving the LORD seems undesirable to you, then
choose for yourselves this day whom you will serve, whether the gods your
forefathers served beyond the River, or the gods of the Amorites, in whose
land you are living. But as for me and my household, we will serve the
LORD."
箴言 Proverbs 22:6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Train a child in the way he should go, and when he is old he will not turn
from it.

信仰的傳承：神的託付 父母的責任
講員 – 曾裕榮 牧師
一、摩西的傳承：
出 12:31 夜間法老召了摩西亞倫來、說、起來。連你們帶以色列人、
從我民中出去、依你們所說的、去事奉耶和華罷．
出 19:6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
以色列人。
申 6:6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

申 6:7 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
起來、都要談論。
申 31:13 也使他們未曾曉得這律法的兒女、得以聽見、學習敬畏耶
和華你們的 神、在你們過約但河要得為業之地、存活的日子、常
常這樣行。
申 30:19 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
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

二、約書亞的傳承：
書 24:14 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誠心實意的事奉他‧將你們列祖
在大河那邊和在埃及所事奉的神除掉、去事奉耶和華‧
書 24:15 若是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不好、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
的、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呢、是你們所住這地的亞摩
利人的神呢‧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書 24:16 百姓回答說、我們斷不敢離棄耶和華去事奉別神‧

三、信仰失傳的後果：
士 2:7 約書亞在世和約書亞死後、那些見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大
事的長老還在的時候、百姓都事奉耶和華。
士 2:8 耶和華的僕人、嫩的兒子約書亞、正一百一十歲就死了。
士 2:9 以色列人將他葬在他地業的境內、就是在以法蓮山地的亭拿
希烈、在迦實山的北邊。
士 2:10 那世代的人、也都歸了自己的列祖‧後來有別的世代興起、
不知道耶和華、也不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士 2:11 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去事奉諸巴力‧
士 2:12 離棄了領他們出埃及地的耶和華、他們列祖的 神、去叩拜
別神、就是四圍列國的神、惹耶和華發怒。
士 2:13 並離棄耶和華、去事奉巴力和亞斯他錄。
箴言 22:6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四、父母留下什麼給兒女？信仰是最好的遺產。
太 22:32 他說、『我是亞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
神不是死人的 神、乃是活人的 神。

五、活出基督，把基督的生命傳下去。
提後 1:5 想到你心裏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
親友尼基心裏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裏。
提後 3:15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
穌，有得救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