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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基督徒會堂
主 日 敬 拜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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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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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感 恩、代 禱 與 通 知

The Order of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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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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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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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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主題: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3. 小祝弟兄己遷往羅斯褔島居住，他仍會來教會。近日內將由沈瞳姐妹進

駐，願神的家蒙主的平安保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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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樂 Prelude

唱

詩 Hymn

禱

告 Prayer

唱

詩 Hymn

陳錚凱弟兄
孟繁捷弟兄
??姐妹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招待 Usher: 王玉梅姐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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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1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2010.00
0511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300.00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706 首 神的福音,何等有褔
Blessed be The Glorious Tidings

20首 真神之愛
The Love of God

706 首 神的福音,何等有褔
Blessed be The Glorious Tidings
彼得前書 1 Peter 2:24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1:13
以弗所書 Ephesians 1:13

讀

經 Scripture

信

息 Message

唱
默

詩 Hymn
3首 三一頌
禱 Prayer and Meditat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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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經 文 詩 歌

從耶穌而來的真理
Doxology

司 會
琴
會 眾
領

會

會

眾

會 眾

Aguirre
Lucio
會

眾

會

眾

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李勝凡弟兄
主講 Sermon:
Lucio Aguirre
司琴 Pianist:
高方圓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孟
繁傑弟兄
膳食 Food Preparer
董金雀姐妹 招待 Usher:
王錦梅姐
妹
幻燈片 Slide：
曾慶薇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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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書 1 Peter 2:24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
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He himself bore our sins in his body on the tree, so that we might die to sins
and live for righteousness; by his wounds you have been healed.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1:13
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裏；
For he has rescued us from the dominion of darkness and brought us into the
kingdom of the Son he loves,
以弗所書 Ephesians 1:13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
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And you also were included in Christ when you heard the word of truth, the
gospel of your salvation. Having believed, you were marked in him with a seal,
the promised Holy Spirit,

從基督而来的真理
Brother Aguirre Lucio
約翰福音 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John 14:6

二、真理是真光，是生命。
《圣经》常用光来比喻真理。
这真理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人若悖逆了真理，就如同行走在黑暗中；如同失脚的瘸子，没有方向
的瞎子，对万事都不得而知，即生命丧失了意义！
相对应的平行经文有
- 真理与生命「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
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翰福音 14:6）
- 真光与生命 (约 1:4; 8:12)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約翰福音 1:4）
“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
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約翰福音 8:12）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光就是从神而来的真理，
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生命领受这真理。
三、在伊甸园有两颗属靈意义的树（创 3）：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人本来可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从而领受从神而来的生命和真理；但
人却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从而迈向了死亡、生命的黑暗和悖逆真理
的路。
四、救赎

Jesus answered,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一、继续上一讲的约翰福音 14：6 - 真理来自主耶稣。
主耶稣不仅意味着真理，他传讲的道也指向真理。
主耶稣说，“ 我就是真理” 。真理不仅是主耶稣本身，更重要的是我
们要与主耶稣建立属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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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原罪来自未选择生命树，神的救赎是借着主耶稣的十字架担当我
们的罪（彼前 2：24）。
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从而我们回归了真理和生命的真光
（哥 1：13，以 1：13）。
神已将真光与真理赐予我们，但我们得着这生命不是一劳永逸，而是
通过与主耶稣建立属靈的关系，并在基督里长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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