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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耶和華在祂的殿中，全地的人，都應當在祂面前肅敬靜默。哈巴谷書 2 : 20

紐約基督徒會堂

感 恩、代 禱 與 通 知

主 日 敬 拜 程 序
二 零一 四 年七月十三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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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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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特別
安排七月第四周主日為傳福音聚會。

The Order of Worship
July 13, 2014 9:30 am

3. 感謝主，周麗萍姐妹於七月七日手術割除乳癌順利，近況良好，請大家在禱告中
記念（為了讓她更好休息，請勿打電話）。另馬美德姐妹最近舊病复發，失智嚴
重，請為她禱告求神，賜她晚年的恩典。
4. 上周二溫師母從多倫多回來,蒙主保守平安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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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

李勝凡弟兄
孟繁捷弟兄
張霞姐妹

招待 Usher:

王錦梅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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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Prayer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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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詩 Hymn

409 你是我異象
Be Thou My Vision

會

眾

讀

經 Scripture

約翰福音 John 16:13; 14:17.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3:3-4

會

眾

信

息 Message

耶穌是我們到父那裏去的生命
(上)

報

告 Announcement

唱

詩 Hymn

默

禱 Prayer and Meditation

12首 這是天父世界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曾裕榮牧師
孟繁捷弟兄

3首 三一頌 Doxology

會

眾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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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6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2710.00
07/06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200.00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409 你是我異象
Be Thou My Vision

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司琴 Pianist:
膳食 Food Preparer:
幻燈片 Slide

孟繁捷弟兄;
高方源姐妹:
董金雀姐絑
曾慶薇姐妹

主講 Sermon:
翻譯 Translator:
招待 Usher:
投影 Slide Projector

曾裕榮牧師
孟繁捷弟兄
王玉梅姐妹
董豪富弟兄

41-21 Elbertson St. Elmhurst, NY 11373
Tel: 718-424-3990 www.nycahome.org

讀 經 Scripture
約翰福音 John 16:13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是進入〕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
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But when he, the Spirit of truth, comes, he will guide you into all truth. He will not
speak on his own; he will speak only what he hears, and he will tell you what is yet to
come.
約翰福音 John 14:17
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
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面。
the Spirit of truth. The world cannot accept him, because it neither sees him nor
knows him. But you know him, for he lives with you and will be in you.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3:3-4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 神裏面。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
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For you died, and your life is now hidden with Christ in God. When Christ, who is your
life, appears, then you also will appear with him in glory.

耶穌是我們到父那裏去的生命(上)
講員 曾裕榮牧師
一、受造之物與創造者有無限差距：
羅 9:20你這個人哪、你是誰、竟敢向 神強嘴呢．受造之物豈能對造他的說、你為甚麼這樣
造我呢。
羅 9:21窯匠難道沒有權柄、從一團泥裏拿一塊作成貴重的器皿、又拿一塊作成卑賤的器皿麼。
二、犯罪的人與生命樹隔絕：
創 3:22耶和華 神說、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惡．現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樹的果
子喫、就永遠活著．
創 3:23耶和華 神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所自出之土。
創 3:24於是把他趕出去了．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燄的劍、要把守
生命樹的道路。
弗 4:18他們心地昏昧、與 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都因自己無知、心裏剛硬．
賽 59:2但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 神隔絕、你們的罪惡使他掩面不聽你們。
三、神如何除去這隔絕：
（一）罪行：約一 1:7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 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
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二）罪權勢的問題：要脫離
羅 6:6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三）帶進入新造裡面：
弗 4:24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西 3:9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

林後 5:17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約一 5:12人有了 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 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四、基督本在神裡面：
約 14:10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你不信麼。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憑著自己說的、乃
是住在我裏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
約 14:11你們當信我、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即或不信、也當因我所作的事信我。
五、藉著耶穌到父那裏去：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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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12:1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
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提後 4:7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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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14:20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裏面、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
六、到父那裏去的生命：經由十字架，與基督同藏神裡面（到父那裏去）：
西 3:3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 神裏面。
西 3:4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七、當注意的陷井：進入不了父裡面
（一）律法不是路：
加 5:4你們這要靠律法稱義的、是與基督隔絕、從恩典中墜落了。
（二）字句不是路：
林後 3:6他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不是憑著字句、乃是憑著精意．因為那字句是叫人
死、精意是叫人活。〔精意或作聖靈〕
弗 1:17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
真知道他．
弗 1:18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
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三）風聞的知識不是路：
（四）恩典（賜福）的追求：
（五）恩賜的追求：
可 16:20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阿們。
太 7:22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阿、主阿、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
你的名行許多異能麼。
太 7:23我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罷。
弗 2:6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弗 2:7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六）天然美德的追求：
羅 16:18因為這樣的人不服事我們的主基督、只服事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語、誘惑那些老
實人的心。
八、真理成為生命：
約 16:13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作進入〕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
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約 14:17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
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面。
羅 8:2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