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

敬

靜

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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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九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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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主日周麗萍姐妹現身教會,氣色行動知其恢復不錯,惟從周一即展開三個月
的化療、願主賜恩加力幫助姐妹身體平安。

The Order of Worship
Sept. 14 2014 9:30 am

3. 豪富的父親董弟兄於上星期四做了心臟支架手術，請大家在禱告中記念。董金
雀姐妹因父親病重特返回台灣看顧，願神眷顧姐妹的行蹤。
4. 錚凱、少晞夫婦和邢姐妹有中國大陸之行，並將淤九月下旬返回，禱告記念他們
的腳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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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李勝凡弟兄
孟繁捷弟兄
李讚國弟兄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招待 Usher: 王錦梅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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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7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355.00
09/07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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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首 讚美我主,全能主神
Praise to The Lord, The Almighty

96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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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Tis A Charming Sound
使徒行傳 Acts ‘re
17:24-26
約翰福音John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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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救恩的中心--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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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旭曦弟兄

李勝凡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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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繁捷弟兄;
沈 瞳姐妹:
Pizza
曾慶薇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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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旭曦弟兄
孟繁捷弟兄
王玉梅姐妹
董豪富弟兄

8首 讚美我主,全能主神
Praise to The Lord, The Almigh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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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Scripture
使徒行傳 Acts 17:24-26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 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
人手所服事，好像缺少甚麼；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他從
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The God who made the world and everything in it is the Lord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does not live in temples built by hands. And he is not served by human hands, as
if he needed anything, because he himself gives all men life and breath and
everything else. From one man he made every nation of men, that they should
inhabit the whole earth; and he determined the times set for them and the exact
places where they should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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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救恩的中心----生命
講員

施旭曦

一，前言
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也创造了人类。本来人和神是和谐相处的，因为人对神
的反叛，人和神的关系断了，人如迷失的羊群在世上漂流。但神仍然这样爱
着人类，他亲自降卑来到人间拯救世人。
二，生命的起源
1，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
所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
光.(约1:1-4)
2，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
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三，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的罪孽
1，死啊，你得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林前15：55-56）
2，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藉着他给我们开
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来10：19-20）
四，耶稣的复活
1，他已经把死废去，藉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提后1：10）
2，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11：25）

3，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
从死了复活，从生的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
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前1：3-4）
五，耶稣基督连接了两个隔绝了的世界
1，道成了肉生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
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1：4）
2，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1：18）
六，生命的医治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
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源到永生。（约4：13-14）
七，像主一样的生命
八，以父的事为念
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父的事为念么。（路2：49）
九， 生命的改变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你们得人如得有鱼（太4：19）
十， 生命的流露
1，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16：33）
2，盗贼来了，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
更丰盛。（约10：10）
十一，结论
1，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
为他们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约壹4：17）
2，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
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诗篇8：1-9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
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
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
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
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
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
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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