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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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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主日王玉梅姐妹沒有來教會參與敬拜，據了解她母親在上海病重，他已於周
一急趕赴上海看顧，因姐妹回電話己告之周五已安息主懷,請在禱告中記念她和
家人蒙神保守。

The Order of Worship
Sept. 21 2014 9:30 am

3. 請為周麗萍姐妹的化療、董弟兄裝心臟支架手術代禱.願主賜恩加力幫助他們身
體平安。
4. 上星期有溫老姐妹，秀梅和小曾夫婦返國省親，高麗英姐妹也於兩周前回家,
董金雀姐妹因父親病重回台灣看顧，願神眷顧弟兄姐妹的行蹤。錚凱、少晞夫婦
和邢姐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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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施旭曦弟兄 司琴 Pianist: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馮建敏弟兄 王錦梅姐妹

高方源姐妹
王錦梅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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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首 親近,更親近
Nearer, Still Nea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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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 Aguirre

李勝凡弟兄

3首 三一頌

Dox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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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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4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1,000.00
0914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200.00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586首 親近,更親近
Nearer, Still Nearer

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李勝凡弟兄;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膳食 Food Preparer: 李讚國弟兄
幻燈片 Slide
曾慶薇姐妹

主講 Sermon:
Bro Lu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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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John 15:1-11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
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現在你們因我
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
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
也是這樣。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
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人若不常在
我裏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火裏燒了。你們若
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
你們成就。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
了。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裏。你們若遵守
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裏，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愛
裏。「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裏，並
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I am the true vine, and my Father is the gardener. He cuts off every branch in me
that bears no fruit, while every branch that does bear fruit he prunes so that it will be
even more fruitful. You are already clean because of the word I have spoken to you.
Remain in me, and I will remain in you. No branch can bear fruit by itself; it must
remain in the vine. Neither can you bear fruit unless you remain in me. "I am the
vine; you are the branches. If a man remains in me and I in him, he will bear much
fruit;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If anyone does not remain in me, he is like a
branch that is thrown away and withers; such branches are picked up, thrown into
the fire and burned. If you remain in me and my words remain in you, ask whatever
you wish, and it will be given you. This is to my Father's glory, that you bear much
fruit, showing yourselves to be my disciples. "As the Father has loved me, so have I
loved you. Now remain in my love. If you obey my commands, you will remain in
my love, just as I have obeyed my Father's commands and remain in his love. I have
told you this so that my joy may be in you and that your joy may be complete.

我就是生命 － 葡萄樹和枝子
講員

Lucio Aguirre

一、導讀
A、繼續闡述「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
父那裡去。」（約14:6）
B、在與門徒的同期對話中，主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繼而又說，“我是
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約15:5）。主耶穌的后一句話是前一句的擴展。

二、“我就是生命”中講到的生命是怎樣的生命？

A、“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不能做什麼，惟
有看見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樣做。”這生命是完全倚
靠父的生命，而亞當選擇了與此相悖的生命。
B、信靠的生命（希2:13，路23:46）“耶穌大聲喊著說：父啊！我將我的靈
魂交在你手裡。”
C、行在主的話語中（馬太4:4）“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
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D、充滿禱告和交通的生命（路加福音）

三、福音
A、信靠主耶穌名和全能神性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約
1:12）
B、信靠後的新生命是從在靈裏從主耶穌降生的伯利恆而生，並通過信靠主
名的人，向世人顯現（加2:20）「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
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 神的兒
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C、但為何這新生命常常未被彰顯？

四、葡萄樹和枝子
A、未從世界而衍生的枝子
從真葡萄樹而來的枝子自然會結果實
枝子與葡萄樹緊密相連，生命被彰顯
B、“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約15:5）枝子需順從葡萄樹
C、順從主，基督的生命才能被彰顯
常在主裏面 （約15: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
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活在他話語的亮光中 （約15:7)「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
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禱告的交通（約15:7)「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遵守主的命令（約15:10)「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裏，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愛裏。」
常在他的愛裡（約15:10)「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愛
裏。」
喜樂可以滿足（約15:11)「「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
喜樂存在你們心裏，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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