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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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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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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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馬美德姐妹、魏忻姐妹健康代禱，願 神的恩典、慈愛與他們同在。
由於陳芳姊妹的病情關係，她和施弟兄不能如期返美，請大家特別為陳芳
姊妹禱告，求神看顧，醫治，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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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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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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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招待 Usher: 王錦梅姐妹
馮煜皓，高麗英夫婦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The Order of Worship
May 25 2014 9:3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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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樂 Prelude

經 文 詩 歌

505首 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
唱

詩 Hymn

禱

告 Prayer

唱

詩 Hymn

讀

經 Scripture

彼得前書 1 Peter 5:8-11

會

信

息 Message

不被獅子吞食的基督徒

梁健民
傳道

唱
默

詩 Hymn
3首 三一頌
禱 Prayer and Meditation

God Nath Not Promised Skies
Always Blue

領 會

658 首 起來,起來為耶穌
Stand up, Stand up for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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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8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570.00
05/18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0.00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658 首 起來,起來為耶穌
Stand up, Stand up for Jesus

司 會
琴
會 眾

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司琴 Pianist:

膳食 Food Preparer
幻燈片 Slide：

陳錚凱弟兄
廖翔嬪姐妹
王秀梅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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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眾
會 眾
梁健民弟兄
孟繁捷弟兄
王玉梅姐妹

董豪富弟兄

讀 經 Scripture
彼得前書 1 Peter 5:8-11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
可吞吃的人。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
是經歷這樣的苦難。那賜諸般恩典的 神曾在基督裏召你們，得享他永遠的
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
願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Be self-controlled and alert. Your enemy the devil prowls around like a roaring
lion looking for someone to devour. Resist him, standing firm in the faith, because
you know that your broth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are undergoing the same kind of
sufferings. And the God of all grace, who called you to his eternal glory in Christ,
after you have suffered a little while, will himself restore you and make you strong,
firm and steadfast. To him be the power for ever and ever. Amen.

3A. 地上苦難終會過去
3B. 生命的歸宿在天上
結語 :
基督徒遇到困境是正常的事 ，但遇到難處需要有一個正確信仰觀去承托
我們 ，所以不要懼怕難處 ，前人如何經歷上帝的恩 , 今天同樣一樣 。
【彼前五 8】「务要谨守，儆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文意注解〕「务要谨守，儆醒，」『务要』意指我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参
7 节)之后，并不就表示说可以松懈自己，因仍有该负的责任；『谨守』按原文与一
13 的『谨慎自守』同一字，意指保守心中的警备、清明，且在凡事上有节制；『儆
醒』的意思和『谨守』相近，但有分别，谨守是指不醉酒，儆醒是指不沉睡。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仇敌』是法律用语，指诉讼案件中的对手或敌

不被獅子吞食的基督徒

方，圣经转用来指撒但，因牠是『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启十二

講員 – 梁健民傳道

10)，而『撒但』的原文意思就是『对敌』；『魔鬼』是撒但的别名，原文意指谗
谤者，因牠谗谤神(参创三 5)，也躲在世人背后谗谤教会(参二 12；三 16；四 4)。

前言 :
基督徒生命中 ， 或多或少都有試煉 ，有起有跌 ，在彼得時代的後期約
主後64-68年間 ，信徒面對很大逼迫 ，特別在小亞細亞地區 ，彼得寫信給
當地信徒 ，鼓勵他們用堅忍的信心去面對當時惡劣的環境 ，基督徒要有一
個深刻信仰觀念 ，就是地上的苦難是會過去 , 但天上的福樂是永恆 。
一、 要有警醒的態度：「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
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八節〕
1.當基督徒面對試煉與難處時 ，需要知道周邊的情況如何 。
2.用謹守的心面對難處 , Be alert , 保持警覺。
用警醒的心面對難處 , Sober --- 清醒及從醉中醒來的意思 。
二、 用堅固的信仰面對難處：「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因為知道你
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 」（九）
1. 神沒有應許我們沒有困難 , 更需要在困境中有同路人彼此扶持及鼓
勵。
2. 在教會中成長過程中 ，群體力量是重要一環 。
三、 基督徒難處中的安慰 ：「那賜諸般恩典的 神曾在基督裏召你們，得
享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
們，賜力量給你們。願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10 – 11 )

「如同吼叫的狮子，」形容魔鬼张牙舞爪、穷凶极恶的模样(参诗廿二 13)。
「遍地游行，」形容牠到处巡行，无处没有牠的踪迹(参伯一 7；二 2)。
「寻
找可吞吃的人，」『寻找』表示牠的目标对象受到限制，并非人人都可让牠欺负；
『可吞吃的人』就是那些不谨守儆醒的人，亦即那些灵性昏昏沉沉、醉生梦死、麻
木不仁的人。
〔话中之光〕(一)把心思用在忧虑上(参 7 节)，倒不如把心思用在谨守和儆醒上；
因前者是虚耗心力，后者是储备战力，构筑防御工程。
(二)我们若把本章七、八两节连在一起看，就知道「忧虑」常从魔鬼而来，
牠叫我们为今世的事挂心，以致灵性打盹或沉睡，所以我们必须谨守儆醒。「谨守」
才能对仇敌防范周密；「儆醒」才能迅速应付仇敌的攻击。
(四)基督徒日常的生活，正不断在进行着一场属灵的争战，所以需要提高警
觉，识破仇敌的诡计。
(五)我们对这世界的本质不可漫不经心，对仇敌魔鬼的动机和攻击不可掉以
轻心，以免轻率随便地生活，以致上了牠的当。
(六)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参弗六 12)；我
们必须认清，我们的仇敌不是任何人，乃是藏在人背后的魔鬼。
(七)「可吞吃的人」，暗示并非一切人都是魔鬼所能吞吃的，那些软弱而打
盹的人，才是牠吞吃的对象；所以我们战胜这凶猛仇敌的方法，就是作一个刚强的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