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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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八月十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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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Order of Worshi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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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ust 17, 2014 9:30 am

4. 上周五上午十一時有俞惕老弟兄安息聚會，教會中肢體有多人參加。
5. 上周主日同工開會這兩個主日為深圳的兩歲患眼癌症、及周向陽弟弟愛心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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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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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讚國弟兄

司琴 Pianist:
招待 Usher:

高方源姐妹
王錦梅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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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0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160.00
08/10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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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位奇妙救主

I Have A Friend whose Faithful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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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領會 Worship Leader: 李勝凡弟 兄 ;
主講 Sermon:
Bro. A. Lucio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沈 瞳 姐妹
膳食 Food Preparer: 陳錚凱洪少曦夫婦 招待 Usher:
王玉梅姐妹
幻燈片 Slide
曾慶薇姐妹
投影 Slide Projector
董豪富弟兄

53首 我有一位奇妙救主
I Have A Friend whose Faithful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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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Scripture
約翰福音 John 20:30-31
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在這書上。但記這些事要
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
他的名得生命。
Jesus did many other miraculous signs in the presence of his disciples,
which are not recorded in this book. But these are written that you may
believe that Jesus is the Christ, the Son of God, and that by believing
you may have life in his name.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I am the Life
講員 Brother Aguirre Lucio

一、前言 （约 20：30，31）
A 生命的主軸贯穿整本聖經- 从起初到末了 （创 2；启 21，22）
B 如《聖經》通篇记述，生命的权柄在主耶稣基督：“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 14：6）
二、生命与神的旨意
A 神造了人，创造了生命 （创 2：7）
B 但神的旨意是让人作为受造物，把自己当作容器摆上承受永生，如
生命树。
C 伊甸园的两棵树作为人的试炼 - 人当选择怎样的生命？
（1）智慧树预表人的本性，以自我为中心，与神分离
（2）生命树预表藉着耶稣为忠保从神而来的永生；若亚当选择了
这棵树，他便会承受从神而来的永生
D 罪生成了死；灵里的死使人不能承受神的永生
三、救赎

A 救赎的第一步是领受神的生命
B 这一次的永生是通过主耶稣 （彼前 2：24，约 3：14-16）
C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一切信他的人的生命树
D 但领受主的生命后，我们需要活在他里面
E 扩展：生命是去天国的门票，而属地的产业不是
F 生命不是用来消耗殆尽的；耶稣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
更丰盛 （约 10：10）
四、怎样的生命？
A 活在神里面 （创 3：8，诗 36）
B 行在光中 （约 1：4）
C 这生命不断成长 （腓 3：13，14）
D 这生命胜过了死权：复活在主耶稣，生命也在主耶稣 （约 11：25）
五、如何经历这生命？
A 凭着信心 （约 20：30）
B 信靠主 - 这生命不断成长，不断更新；不是一次领受了，变得到永
生。
約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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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 2:7耶和華 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
人，名叫亞當。
彼得前書 2:24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
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約翰福音 3:14-16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
生〔或譯：叫一切信的人在他裏面得永生〕「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
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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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 3:8天起了涼風，耶和華 神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 神的聲音，就
藏在園裏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 神的面。
詩篇 36:9因為，在你那裏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約翰福音 1:4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腓立比書 3:13-14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
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約翰福音 11:25耶穌對她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
活，
約翰福音 20:30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在這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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