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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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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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他們在外
平安。

The Order of Worship
August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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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繼續為深圳的兩歲患眼癌症治療、及周向陽弟弟周曉身體康復祈禱。周曉非
常感謝弟兄姐妹的愛心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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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11:00 am –
12:00 pm

成人主日學
英語主日學
青年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7:30-9: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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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妹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周向陽弟兄
孟繁捷弟兄
愛筵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
招待 Usher:

王錦梅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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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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4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150.00
08/24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1,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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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經 Scripture
路加福音 Luke 16:19-31
有一個財主穿著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天天奢華宴樂。又有一個討飯的，名
叫拉撒路，渾身生瘡，被人放在財主門口，要得財主桌子上掉下來的零碎充
飢；並且狗來舔他的瘡。後來那討飯的死了，被天使帶去放亞伯拉罕的懷裏。
財主也死了，並且埋葬了。他在陰間受痛苦，舉目遠遠地望見亞伯拉罕，又
望見拉撒路在他懷裏，就喊著說：『我祖亞伯拉罕哪，可憐我吧！打發拉撒
路來，用指頭尖蘸點水，涼涼我的舌頭；因為我在這火焰裏，極其痛苦。』
亞伯拉罕說：『兒啊，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拉撒路也受過苦；如今他在
這裏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這樣，並且在你我之間，有深淵限定，以致
人要從這邊過到你們那邊是不能的；要從那邊過到我們這邊也是不能的。』
財主說：『我祖啊！既是這樣，求你打發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為我還有五
個弟兄，他可以對他們作見證，免得他們也來到這痛苦的地方。』亞伯拉罕
說：『他們有摩西和先知的話可以聽從。』他說：『我祖亞伯拉罕哪，不是
的，若有一個從死裏復活的，到他們那裏去的，他們必要悔改。』亞伯拉罕
說：『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就是有一個從死裏復活的，他們也是不聽
勸。』」

財主和拉撒路
講員 宋海直
-這比喻也讓我們看見什麼是生命,生命是永遠的,這是神造人原本的旨意;神
賜福給創造的天地萬物,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
美好。所以現在讓創造賜生命的主自己來說這比喻,來說生命的意義就非常
自然毫不費力,主把死亡神祕的面紗揭開了
-財主不因富有下陰間; 拉撒路(God is my help)也不因貧窮進樂園; === > 法利
賽人貪愛錢財,在人面前自稱為義; 人所尊貴的，是神看為可憎惡的
一、死
a.身體的死
創2:17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創5:5亞當共活了九百三十歲就死了。 創3:19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
傳12:7 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 來12:9 萬靈的父， 羅6:23 罪的工
價乃是死；
b.與神分開就是死
太8:22 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
弗2:1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提前5:6 但那好宴樂的寡婦正活著的時候也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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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陰間
a.創42:38 你們使我白髮蒼蒼、悲悲慘慘地下(墜落;推下)陰間去了。(雅各)
b.約13:36 我所去的地方，你現在不能跟我去，後來卻要跟我去 (彼得)
=== > 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
路23:43 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強盜) === >
世上最後一刻仍有機會
路23:39 有一個譏誚他，說：你不是基督嗎？可以救自己和我們吧!
=== > 望見另一個強盜與主同在得安慰,他自己在陰間受痛苦
c.彼前3:19 他藉這靈曾去傳道給那些在監獄裡的靈聽,
林前15:20 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在基督裡眾人
也都要復活
弗4:8 所以經上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詩68:18)
來2:14 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啟1:18 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林後5:8 我們坦然無懼，是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
(保羅)
林後12:2 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他被提到樂園裡，
腓1:23 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
啟20:10 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裡，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們必晝
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
啟20:14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裡；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三、 只要積儹財寶在天上
a.路16:9 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
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裡去
=== > 財主無結交拉撒路為朋友,在最小的事上不忠心,在將來永存帳幕的
大喜樂無分
b.加6:2 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 === > 神要人在世時彼此幫助,來生無機
會了;給小子一杯涼水得賞賜
=== > 主到推羅、西頓把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兒給了迦南婦人
四、 結語
約12:10 但祭司長商議連拉撒路也要殺了;
徒4:2 因他們教訓百姓，本著耶穌，傳說死人復活，就很煩惱 === > 有一個
從死裡復活的，他們也是不聽勸
約11:25 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路24:27 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
=== > 我們今日有全本聖經與啟示,更無可推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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