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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基督徒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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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恩、代 禱 與 通 知

主 日 敬 拜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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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零一 四 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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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這個主日為傳福音聚會。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The Order of Worship

3. 請為向陽弟兄的媽媽和弟弟身體代禱，求神施恩，憐憫保守醫治。

July 27, 2014 9:30 am

4. 請為周麗萍姐妹、馬美德姐妹身體禱告求神，願神賜平安的恩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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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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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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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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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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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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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方源姐妹
招待 Usher: 王玉梅姐妹

膳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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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0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1.390.00
07/20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200.00

序

樂 Prelude

唱

詩 Hymn

禱

告 Prayer

唱

詩 Hymn

讀

經 Scripture

約翰壹書 1John 5:11; 1:3; 5:10-20.

信

息 Message

我來

報

告 Announcement

李 勝 凡弟兄

唱

詩 Hymn

會

眾

默

禱 Prayer and Meditation

會

眾

187首 驚人恩典
Amazing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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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AS I AM

3首 三一頌 Dox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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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輝弟兄

日服務事工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628首

照我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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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膳食組
曾慶薇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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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
輝弟兄
孟繁捷弟兄
王 玉梅 姐 妹
董豪富弟兄

JUST AS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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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經 Scripture
路加福音 Luke 19:10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For the Son of Man came to seek and to save what was lost."
馬可福音 Mark 2:17
耶穌聽見，就對他們說：「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
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
On hearing this, Jesus said to them, "It is not the healthy who
need a doctor, but the sick. I have not come to call the righteous,
but sinners."
馬太福音 Matthew20:28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
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just as the Son of Man did not come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and to give his life as a ransom for many."
約翰福音 John 10:10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
了，是要叫羊〔或譯：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The thief comes only to steal and kill and destroy; I have come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and have it to the full.

A. 完全的神，完全的人；
B. 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2、 拯救的对象：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A. 义人、罪人：只有两种人；
B. 本不是。。。，乃是。。。：福音，天大的好消息；
3. 拯救的方法：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
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A. 舍命、多人的赎价；
B. 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4. 拯救的结果：我来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并且得
的更丰盛。
A. 得生命：伟大的宣告，因他是生命的主
B 更丰盛：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
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西2：9-10）

三、我们的回应：

我来..
講員：宋輝 弟兄
纲要：
一、神降世为人是历史上最重大的事情。目的之一就是要救赎人。

二、神的救赎：神主动，神起头
1、拯救者：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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