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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敬 拜 程 序

感 恩、代 禱 與 通 知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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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八月底勞工節長週末的新澤西聯合褔音營代禱，並為褔音朋友禱告.
3. 上周主日施弟兄回來參加主日敬拜，惟願耶穌基督的靈安撫弟兄幽傷的
靈，並引導弟兄當行的路。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The Order of Worship
June 29 2014 9:30 am

年度主題: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4. 請為馬美德姐妹、魏忻姐妹、溫師母的健康代禱，願 神的恩典、慈愛與

他們同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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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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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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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周向陽弟兄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孟繁捷弟兄
膳 食 組

招待 Usher:

王玉梅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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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2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375.00
06/22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0.00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516 首 榮耀的盼望
O Hope of Glory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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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首 三一頌 Dox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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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首 何等奇妙的救主
What A Wonderful Savi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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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 孟繁捷弟兄
主講 Sermon
宋海直弟兄
司琴 Pianist:
高方圓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膳食 Food Preparer 陳錚凱洪少曦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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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12:21-26
他們來見加利利伯賽大的腓力，求他說：「先生，我們願意見耶穌。」腓
力去告訴安得烈，安得烈同腓力去告訴耶穌。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
候到了。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
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
在哪裏，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裏；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They came to Philip, who was from Bethsaida in Galilee, with a request. "Sir," they
said, "we would like to see Jesus." Philip went to tell Andrew; Andrew and Philip in
turn told Jesus. Jesus replied, "The hour has come for the Son of Man to be
glorified. I tell you the truth, unless a kernel of wheat falls to the ground and dies, it
remains only a single seed. But if it dies, it produces many seeds. The man who
loves his life will lose it, while the man who hates his life in this world will keep it
for eternal life. Whoever serves me must follow me; and where I am, my servant
also will be. My Father will honor the one who serves me.

希利尼人願意見耶穌
講員 – 宋海直弟兄
希利尼人願意見耶穌
約翰從主凱旋進京到逾越晚餐以前只記這事, 回頭看這事才知意義深遠。

一、神願人人都得救,不只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可 11:17 我的殿必稱為萬國禱告的殿
約 4:42 現在我們信，不是因為你的話，是我們親自聽見了，知道這真是救世主。
約 10:16 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裡的..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
約 12:21 我們願意見耶穌。 === > 我們(腓力,安得烈)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
督耶穌為主(林後 4:5)

二、 時候到了
約 7:30,8:20 沒有人下手..沒有人拿祂，因為祂的時候還沒有到。
約 2:4 耶穌說：母親（原文作婦人），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約 2:11 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蹟，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顯出祂的榮耀來；
約 4:25 婦人說：我知道彌賽亞（就是那稱為基督的）要來
約 2:23,26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這和你說話的就是祂！
=== > 約翰福音從屬天看主是神,故一再彰顯主與父神的榮耀
(A) 是得榮耀的時候 - 不看眼前,主不是說我的死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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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12:2 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
座的右邊。
(B)是人子得榮耀不是神子
約 17:24 父啊，我在哪裡，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裡，叫他們看見你所賜
給我的榮耀；
約 17:5 父啊，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榮
耀。
(C)我們與基督一同得榮耀
來 2:10 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
西 3: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 > 三次天上有聲音都與主的死相關; 受浸與罪人認同; 變化山談論耶穌去世
的事

三、 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徒 1:6 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 === > 不是得屬地榮耀
腓 2:6 祂本有神的形像..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太 10:24 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僕人不能高過主人。
羅 8:17 如果我們和祂一同受苦，也必和祂一同得榮耀。
羅 12: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羅 8:29 效法他兒子的模樣。
約 12:25 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
命到永生。
=== > 希臘人追求人天然生命的豐富,講究身體的美與人的智慧哲學; 虛空的虛空

四、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加 6:14 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林前 15:55 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裡？

五、 結語
約 12:36 你們應當趁著有光，信從這光，使你們成為光明之子。
約 12:9 有許多猶太人..是要看他從死裡所復活的拉撒路。 === > 像一粒麥子落
在地裡死了
太 13:37 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 === > 主自己先埋在土裡
可 4:8 落在好土裡的，就發生長大，結實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
約 12:23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我在哪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裡;
這應是我們的禱告 ‘願主榮耀你的名！ 願父榮耀你的名！’
我們的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 無論做什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林前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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