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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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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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下周五勞工節長週末的新澤西聯合褔音營代禱，張老師帶領教會慕道友參加四
位成人，並加一位兒童，願神的權能在褔音營中得著當得的榮耀。

The Order of Worship
August 24 2014 9:3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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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周主日繼續為深圳的兩歲患眼癌症、及周向陽弟弟愛心奉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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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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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李勝凡凱弟兄
孟繁捷弟兄
Pizza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
招待 Usher: 王玉梅姐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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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7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840.00
08/17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1,700.00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537首
向前直往錫安
We’re Marching to Z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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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陳錚凱弟兄;
司琴 Pianist:
高方源姐妹:
膳食 Food Preparer: 李讚國弟兄
幻燈片 Slide
曾慶薇姐妹

主講 Sermon:
陳品真弟兄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王 錦梅 姐 妹
投影 Slide Projector 董豪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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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Scripture
以弗所書 Ephesaaaaans1:13-14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原文是質〕，直
等到 神之民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And you also were included in Christ when you heard the word of truth, the gospel
of your salvation. Having believed, you were marked in him with a seal, the
promised Holy Spirit, who is a deposit guaranteeing our inheritance until the
redemption of those who are God's possession--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在基督裡上行的生命 (2)
Session 2 神的應許與永生的盼望
講員 陳品真
弗1:13~14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
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
林後4:16~18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我們這至暫至輕的
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
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林前15:19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聖經多次提醒 神的兒女,不要輕忽忘記了 神的應許—(就是那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和
永生的盼望),不然,我們就比世人(不信的人)更可憐.許多人信耶穌,心中卻充滿了自己
的盼望,這種盼望都是屬今生想要見著得著的,是短暫的,終有一天它要成為極大的失
望,哀哉!
神是信實的,祂所應許的(話)安定在天,絕對不能動搖,凡懷疑 神所應許的,都是以 神為
說謊的,神不喜悅他,咒詛必要臨到!我們的盼望在乎神,因為祂說有就有,命立就立,昨
日今日直到永遠,祂不改變!
聖經當中提到最多的一件事,或說出現最多的話語,就是主耶穌再來, <His Second
Coming>,當祂顯現的時候,當祂降臨的時候,當祂再來的時候,…合計超過了330次之
多,聖經提到越多的事,越當留意聽!
一粒麥子落在土裡死了,就結出許多的子粒來!
耶穌基督為世人的罪,被釘死十架上死了,被埋葬了,第三天又復活了, 信主之名的人,
就是那千千萬萬的子粒.
基督再來的時候(之前,那時辰,之後),哪些事情要發生:
基督再來之前,將發生的事: 太24
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假先知),說,我是基督,並且
要迷惑許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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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國要攻打國,民攻打民,多處必有饑荒,瘟疫和地震,是
災難的起頭,只是末期還未到!
許多人跌倒,愛心漸漸冷淡,彼此陷害!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照樣,你
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就在門口.
基督再來之時, 兩件極重無比永遠榮耀的事情要發生:
(1)審判全地; (2)榮耀的復活
帖後1:7~10
那時主耶穌同祂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要報應那不認識神和那不聽從
我主耶穌福音的人,他們要受刑罰就是永遠沉淪,離開主的面和祂權能的榮光;這正是
主降臨要在祂聖徒的身上,就是一切信的人身上,顯為希奇的日子.

1.祂要來審判全地;
啟20:11「一個白色的大寶座和坐在上面的..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打
開..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
審判的結果定罪,刑期為永遠,受刑處為地獄,地獄是神為魔鬼和它的跟從者所預備的
地方,在那裏,火是不滅的,蟲是不死的,人在其中受痛苦,懊悔,咬牙切齒,發怨言,其間的
景況可以參考 (路16:19~31)
來10:31
神是烈火,落在永生神的手裡,極其可怕!
信徒也要受審判,稱之為基督台前的審判,那個結果不是定罪,乃是神的嘉許或責備,以
及人的懊悔: 忠心又良善的;又懶又惡的僕人.

2.基督徒榮耀的復活
林前15:12~18 「既傳基督是從死裡復活了,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
事?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基督若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
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我們顯然是為神妄作見證,你們也仍在罪中,就是在基督裡睡了
的人也滅亡了!」
大自然界充滿著復活的事,you name it!種子落入土中;大地回春,萬象更新,諸天述說 神
的榮耀,芎蒼傳揚祂的手段,有耳可聽就當 聽啊!
基督耶穌成了復活之人初熟的果子
主耶穌說,祂如何,我們也如何!主耶穌的復活是”初熟的果子”,所以在祂裡面得生命
的人,也要像祂一樣復活.
復活之憧憬: 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在主裡的勞苦,
都不是徒然的!
林前:15:51「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就在
一霎時,眨眼之間,號角末次吹響的時候,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必死的,總要變成
不死的,那時經上的話”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啊們.我還有末了的話,願弟兄
姊妹們都喜樂,住在基督裡,靠著聖靈話語所賜的安慰與忍耐,堅持到底,等候被提的時
辰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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