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基督徒會堂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唯耶和華在衪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衪面前肅敬靜默。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The Order of Worship
January 11, 2015 9:30 am

哈巴谷書 2:20

感 恩、代 禱 與 通 知
感謝 神，我們能共同聚集在會堂敬拜讚美主。 請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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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手機改為振動
式！謝謝！
2. 愛餐膳食準備人員的安排表已贴在布告板，請眾弟兄姐妹有感動、有能力的踴躍
參與這項事工，也可三兩人組成小組參與，姓名後註明（合組），膳食組會協助
組成。
3. 請在禱告中為周麗萍、魏 忻、馬美德等姐妹的健康，願主賜恩加力保守他們
身心平安。劉弟兄接受注射治療後身體軟弱，請在禱告中特別求 神保守看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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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
經班寒假期間暫停)。
1.

9:30-10:45 am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11:00 am –
12:00 pm

成人主日學 Adult Sunday School
英語主日學 English Sunday School
青年主日學 Youth Sunday School
兒童主日學 Children Sunday School

主 日
Sunda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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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李勝凡弟兄；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王玉梅姐妹
膳食 Food Preparer: 董金雀姐妹
幻燈片 Slide:
曾慶薇姐妹； 投影 Projector: 董豪富弟兄

奉献：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粮，以此試試我，是否
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户，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這是萬軍之耶和華
說的。[瑪拉基書 3:10]

上周奉獻公告
1/04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407 首

衪為我死

$480.00
$
$100.00

年度主題: …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

保守自己常在 神的愛中、仰望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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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孟繁捷弟兄; 主講 Sermon: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陳振凱洪少曦夫婦招待 Usher:
幻燈片Slide:
曾慶薇姐妹； 投影Projector:

曾裕榮牧師
李勝凡弟兄
王錦梅姐妹
沈 瞳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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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Scripture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3:1-4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 神的右邊。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
一同藏在 神裏面。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
榮耀裏。Since, then, you have been raised with Christ, set your hearts on things above,
where Christ is seated at the right hand of God. Set your minds on things above, not on
earthly things. For you died, and your life is now hidden with Christ in God. When Christ,
who is your life, appears, then you also will appear with him in glory.

信息提綱
講題：與主合一
講員：曾裕榮牧師
貳、與主合一的人之特徵：
一、外面的看見：
〈一〉被神管理〈二〉在神裏面有了一切〈三〉生活不勉強〈四〉地球在他面前極
微小〈五〉生活很簡單（六）他對神的真理和屬靈的事，都非常自然，好像皆出自
一個源頭。
〈七〉他一無所有，卻樣樣都有：（腓 4:18）
他是一無所有，乃是在神裡有一切。
林後 6:10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似乎一無
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
（八）論單純，他是孩子的朋友；論智慧，他是老人的謀士。
（九）完全安息：
他十分滿意在神的裏面。神的平安充滿他，所以他的平安，就永不改變。
腓4：7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徒17：28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們做詩的，有人說：“我們也是他
所生的。”
（十）有無限的喜悅：
彼前1：8：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見他，卻因信他就有說不
出來的滿有容光的大喜樂；
沒有什麼東西能擾亂他的平安或減少他的喜樂。雖然這喜樂是不覺得的。他有說不
出來的喜樂。神給他力量能承擔這大喜樂。
（十一）和神的旨意和諧
來 13:21在各樣善事上、成全你們、叫你們遵行他的旨意、又藉著耶穌基督在你們
心裏行他所喜悅的事．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十二〉神是他的源頭：
腓 2:13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聖靈在他心中運行而傳道，神是他的源頭。他是照著神所量給他的，供應聖徒。
〈十三〉啟示與亮光發生在經歷的同時：
加 1:16既然樂意將他兒子啟示在我心裏、叫我把他傳在外邦人中、我就沒有與屬血
氣的人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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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與主合一的人沒有良心的責備：

羅 2:15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裏、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
念互相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非．）
羅 8:2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十五）與主合一以沒有紛擾的懼怕：
腓 1:14並且那在主裏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鎖、就篤信不疑、越發放膽傳 神的
道、無所懼怕。
約一 4:18愛裏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裏含著刑罰．懼怕的
人在愛裏未得完全。
（十六）與主合一的人沒有工作：
太 6:26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裏、你們的天父尚且
養活他．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麼。
羅 12:11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裏火熱．常常服事主。
提前 5:13並且他們又習慣懶惰、挨家閒遊．不但是懶惰、又說長道短、好管閒事、
說些不當說的話。
二、裡面的認識：
〈一〉對別人——基督人：
人是看你裡面的基督，不看外面的瓦器。對你的批評，不在乎你的言語、行為給他
的印象，乃在乎聖靈在他心中的見證。
〈二〉對真理——整體、透亮而不片面：
對真理的認識是整體的，是透亮的，不是片段的，也不是平面或立體的。乃是超過
時空，在聖靈裡的認識。直接的啟示就是裡面的認識。
〈三〉對教會——古往今來的聖徒：
不僅對現在活著的聖徒，乃是在基督裡古往今來的基督人。
〈四〉對神——寶貝神的所是：
寶貝神的所是，過於神的所有、所能。
〈五〉對仇敵——認識牠是受造之物：
1. 撒但是受造之物！神早已定規了牠滅亡的時間。
2. 神用牠的時間，來為神的旨意效力。
3.牠是在舊造範圍內！為什麼牠會出現？牠在舊造之人、事、物中盡牠的作用！
4. 在基督裡，在新造中看不見牠的影子！
5.十字架對付兩面：一面對付舊造，主已打傷了撒但的頭！另一面，顯明神兒子的
榮耀！
三、器皿的見證：
〈一〉瓦器：他在肉身中，有軟弱：
林後 10:1我保羅、就是與你們見面的時候是謙卑的、不在你們那裏的時候向你們是
勇敢的、如今親自藉著基督的溫柔和平、勸你們。
林後 10:10因為有人說、他的信、又沉重、又利害．及至見面、卻是氣貌不揚、言
語粗俗的。
（二）受苦：
腓4：13節：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西1：24節；現在我為你們受苦，倒覺歡樂；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教會，要
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
〈三〉最正常的人：屬靈的人是最正常的人。因為主如何活著，我們也如何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