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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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七月二十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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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七月下周主日為傳福音聚會。

The Order of Worship
July 20, 2014 9:30 am

3. 請為周麗萍姐妹手術后恢復，馬美德姐妹最近舊病复發，請為她們禱告求神，賜
平安的恩典。
4. 施弟兄現正在巴黎探訪老友，願神保守引領他走出喪隅的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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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樂 Pre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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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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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Hymn

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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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經 Scripture

約翰壹書 1John 5:11; 1:3; 5:10-20.

信

息 Message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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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 Prayer and Meditation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9:30-10:45 am
主 日
Sunday
週五 Fri.

11:00 am –
12:00 pm
7:30-9: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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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陳錚凱弟兄
孟繁捷弟兄

司琴 Pianist: 高方源姐妹
招待 Usher: 王玉梅姐妹

膳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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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3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1100.00
07/13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0.00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567 哦,主,求你長在我心
O Jesus Christ, Grow Thou in Me
-4-

26首 哦,神,是你召我們
By Thee, O God, Invited
567 哦,主,求你長在我心
O Jesus Christ, Grow Thou in Me

3首 三一頌 Dox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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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司琴 Pianist:
膳食 Food Preparer:
幻燈片 Slide

李勝凡弟 兄 ;
廖翔嬪姐妹:
張霞姐妹
曾慶薇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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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urice Geeslin
孟繁捷弟兄
王錦梅姐妹
董豪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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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Scripture
約翰一書1 John 5:11
這見證就是 神賜給我們永生；這永生也是在他兒子裏面。And this is the testimony: God
has given us eternal life, and this life is in his Son.
約翰一書1 John 1:3
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
穌基督相交的。We proclaim to you what we have seen and heard, so that you also may have
fellowship with us. And our fellowship is with the Father and with his Son, Jesus Christ.
約翰一書 1 John 5:10-20
信 神兒子的，就有這見證在他心裏；不信 神的，就是將 神當作說謊的，因不
信 神為他兒子作的見證。這見證就是 神賜給我們永生；這永生也是在他兒子裏
面。人有了 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 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我將這些話寫給你
們信奉 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甚麼，
他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他所存坦然無懼的心。既然知道他聽我們一切所求的，就
知道我們所求於他的，無不得著。人若看見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就當為他祈求，
神必將生命賜給他；有至於死的罪，我不說當為這罪祈求。凡不義的事都是罪，也
有不至於死的罪。我們知道凡從 神生的，必不犯罪，從 神生的，必保守自己〔有
古卷：那從 神生的必保護他〕，那惡者也就無法害他。我們知道，我們是屬 神
的，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我們也知道， 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智慧賜給
我們，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就是在他兒子耶穌基督
裏面。這是真 神，也是永生。
Anyone who believes in the Son of God has this testimony in his heart. Anyone who does not
believe God has made him out to be a liar, because he has not believed the testimony God has
given about his Son. And this is the testimony: God has given us eternal life, and this life is in
his Son. He who has the Son has life; he who does not have the Son of God does not have life.
I write these things to you who believe in the name of the Son of God so that you may know
that you have eternal life. This is the confidence we have in approaching God: that if we ask
anything according to his will, he hears us. And if we know that he hears us--whatever we
ask--we know that we have what we asked of him. If anyone sees his brother commit a sin that
does not lead to death, he should pray and God will give him life. I refer to those whose sin
does not lead to death. There is a sin that leads to death. I am not saying that he should pray
about that. All wrongdoing is sin, and there is sin that does not lead to death. We know that
anyone born of God does not continue to sin; the one who was born of God keeps him safe,
and the evil one cannot harm him. We know that we are children of God, and that the whole
world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evil one. We know also that the Son of God has come and has
given us understanding, so that we may know him who is true. And we are in him who is
true--even in his Son Jesus Christ. He is the true God and eternal life.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Jesus our Life
Brother Maurice Geeslin

一、前言： 尋求主耶穌的屬靈意義。
1、主耶穌賜我們永生 －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
我手裡把他們奪去。” （約10:28）
2、脫離了死的權勢，我們被賜予永生；永生不僅賜予我們，永生就在主耶
穌裡面“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放，作了神的奴僕，就有成聖的果子，
那結局就是永生。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
耶穌裡，乃是永生。”（羅6:22-23）
3、耶穌就是生命 －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
人能到父那裡去。”（約14:6）
二、耶穌是我們的生命 （闡述約翰一書）
1、神性的屬靈生活（或作永生）是在父裡面，但藉著主耶穌向我們顯現。
門徒藉著主耶穌，便可知永生神的神性。基督是“生命之道”（1約1:1-3）
2、基督把永生的神性也應許給我們 －“主所應許我們的就是永生。”（1約
2:25）
3、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
明了。”（1約4:9）
4、我們出死入生 －“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沒有愛
心的，仍住在死中。”（1約3:14）
5、如何出死入生－ 我們都是從神而生，“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而
生，凡愛生他之神的，也必愛從神生的。”  （1 約 5:1）
6、“我們既領受人的見證，神的見證更該領受了，因神的見證是為他兒子作
的。信神兒子的，就有這見證在他心裡；不信神的，就是將神當作說謊的，
因不信神為他兒子作的見證。”（1約5:9-10）
7、神把他的獨生愛子賜給我們，並為我們捨命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
永生；這永生也是在他兒子裡面。”（1約5:11）
8、得到神賜予永生的唯一道路就是藉著主耶穌“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
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1約5:12）
9、認識真神，在耶穌基督裡面才有永生 －“我們也知道，神的兒子已經來
到，且將智慧賜給我們，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裡面，
就是在他兒子耶穌基督裡面。這是真神，也是永生。”  （1約5:20）
三、結語
1、愿我們感恩神賜予的屬靈的恩賜 － 不僅是要得到永生，不僅是要被赦
免罪。
2、主耶穌已將永生賜給我們，我們要將主耶穌接到我們的生命中。
3、順服神的旨意，擁有屬靈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