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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敬 拜 程 序

感 恩、代 禱 與 通 知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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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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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八月底勞工節長週末,在新澤西聯合褔音營代禱，並為褔音朋友禱告.
施弟兄己於周四返回紐約,處理陳芳姐妹除戶手續，願耶穌基督的靈安撫
弟兄幽傷的靈，並引導弟兄當行的路。
請為遠在洛彬磯的文健忠/健和 (Alex & Wilson) 兄弟倆代禱, 週一晚
兩人過班馬線時被車子撞傷倒地, 哥哥 Alex 傷勢較輕, , 但是 Wilson 比
較嚴重, 手腳都腫痛, 右鎖骨折, 眼鏡破爛; 不能開車, 最少一兩個星
期不能上班, 求主憐憫醫治。
請為馬美德姐妹、魏忻姐妹，劉弟兄的健康代禱，願 神的恩典、慈愛與
他們同在。
請為我們中間在工作上和移民身份上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代禱，求神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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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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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孟繁捷弟兄

司琴 Pianist: 高方圓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陳錚凱 洪少曦夫婦

王錦梅姐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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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5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162.00
06/15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0.00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314 首 從我活出你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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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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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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司琴 Pianist:
膳食 Food Preparer
幻燈片 Slide：

410首 不再是我 3X

No Longer I

司 會
琴
會 眾
領 會

Ephesians

5:15

當像智慧人

陳錚凱弟兄
廖翔嬪姐妹
周麗萍 姐妹
曾慶薇姐妹

周 剛弟兄

會 眾
會 眾

主講 Sermon
周 剛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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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Ephesians 5:15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
Be very careful, then, how you live--not as unwise but as wise,

當像智慧人
As Wise Man
講員 – 周 剛弟兄
教会是维持神权柄的地方
我盼望弟兄姊妹要知道一件事，就是神虽然没有将权柄撤退神的权柄仍然
在世界上或宇宙中；但人是天天干犯神的权柄。在这世界上，天天有不法的
事发生；人是天天背叛神，背叛神的欢柄。并且在宇宙中，我们还看见堕落
的天使、邪灵，以及撒但，天天干犯神的权柄。但这种情形不能一直下去，
背叛神权柄的事不能永久继续下去。所以在神的心意、计划和工作里，他要
在世界上设立他的国度，在这一个范围内，他的权柄能够通行；在这个范围
里，每个人都服他的权柄，没有人干犯他的权柄。这一个范围就是天国，神
的国，也就是教会。神要在这混乱的宇宙和世界中，产生次序出来。在教会
这个范围里，一切都是顺服的，是服在神大能的权柄底下的，是摸着诸天的。
这就是教会里的人，就是诸天的国，神在这里能够建立他的权柄。因此教会
所负的责任同等大。因为在这么混乱中，在这么多的背叛里，教会是维持神
权柄的。所以如果连教会也背叛了，神就没有路了。
前几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背叛，我们看见他们一再背叛摩西、亚伦。直
到士师们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完全混乱了。以后神就设立以色列国，他要从
大卫起得着他的权柄。但就是大卫的时候，也有背叛发生；到了所罗门时代
以降，背叛更大。从罗波安王拜隅像以后，直到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他们
一直是背叛的，直到他们亡国为止。所以神在以色列人中建立权柄的事完全
失败了。四百年后，从施浸约翰开始，天国就传开了，努力的人就能进去。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是到约翰为止(太十一 12-13)。神先差以利亚来，
然后又差自己的儿子来，作顺服的标准；并且神要建立教会，继续作顺服的
器皿。但今天教会仍然失败；教会对于神的权柄仍不够顺服，教会对神直接
的旨意也不够顺服。所以神在地上还没有恢复他的权柄。

神的旨意，是要教会进步到以弗所书四、五章那样完全的情形。主必须
在这末后的时代，在教会中作大事，否则不能把荣耀的教会带到神面前。
一个人必须碰着神的权柄，不违背任何的权柄，没有任何背叛的灵，才能
按照神的原则事奉神；不然，你的工作、讲道、事奉都没有价值，因为你
走的是撒但的原则。这件事是太大的一件事，也许有的人受下了这样的话。
今天我只稍微说一点：什么是国度？或者说，什么是教会？国度与教会，
乃是一班在地上维持神权柄的人。神的权柄乃是建立在教会中，因为教会
是初熟的果子。如果教会也背叛神的权柄，神的权柄也就无法建立起来。
我引一个不好的比方：蒋先生预备统一中国，就建立黄埔军校，训练军队，
完成了统一。但如果还没有统一，黄埔军校就先变节了、背叛了，那怎么
办？统一就一点也没有办法了。神的旨意，乃是要从教会开始，起头建立
他的权柄。在神的计划里，他要杷他的权柄，直接或间接的建立在教会中。
有一天神要这世上的国，都变成主基督的国。所以如果教会背叛，不彰显
顺服权柄的见证，那就完全破坏神的计划。

顺服权柄的性情
主耶稣小的时候，在家里顺服父母。当他三十岁出来传道时，有一次，
一个收丁税的人来问彼得说，你们的主要不要纳税？彼得自己回答收税的
人说，纳。当彼得进入屋子时，主先问彼得，世上的君王向谁收税？是向
外人，还是向儿子？彼得回答说，向外人。主说，那么儿子就可以免了。
但主因怕人见怪，就叫彼得去钓鱼，从鱼口中得银子来纳税(太十七
24-27)。这件事给我们看见权柄。主是神的儿子，他末显明自己时，人不
知道。按着他是神儿子的身分，他可以不纳丁税；但为避免别人被绊跌，
他还是纳。主末显明自己是神儿子的身分时，他还是顺服在地上的权柄之
下。他是儿子，不好纳丁税，因为他若纳了，就表明他否认自己是儿子。
所以他不自己拿出钱来纳，乃是用另外的方法，就是从鱼口中拿出纳税的
银子；并且不只纳了他自己的，连彼得的一分也纳了。
当主耶稣受大祭司审问时，起先一言不答；但是当大祭司指着永生神要
他回答时，他就回答。这也是主顺服在权柄底下的榜样。主耶稣的性情是
这样；神使我们作他的儿子，也有神的性情，就是顺服的性情，你里面要
顺服，这乃是你的特性。已过我们看重圣洁太多，看重权柄不够多。今天
我们要看重看见权柄的事。我们要知道，神所给我们的性情，乃是能听话、
能顺服的性情。如果我们不顺服、不听话，我们里面就难受。你若不顺服，
你里面必定觉得无法过去。今天如果有许多顺服的对象，你却不顺服，我
就要怀疑的请问你，你得着的是什么生命呢？
(摘自倪柝聲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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