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 敬

紐約基督徒會堂

靜 默

唯耶和華在衪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衪面前肅敬靜默。

主 日 敬 拜 程 序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哈巴谷書 2:20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感 恩、代 禱 與 通 知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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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元旦上午10点将有教会的新年祷告会，当日晚上的查经聚会暂停
一次。
新年1月10日的主日将是福音聚会，请弟兄姐妹们邀请亲友中的慕道友
来听福音。
王玉梅姐妹的先生，李善方弟兄上周在家摔倒，目前在医院休养，经检
查没有受内伤，请大家为弟兄代祷。
王锦妹姐妹已经出院回家；刘弟兄目前仍然在康复中心修养。

9:30-10:45 am

主 日
Sunday

11:00 am –
12:00 p

主日崇拜
成人主日學
英語主日學
青年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The Order of Worship
December 27, 2015 9:3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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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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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文 詩 歌
182 首 深哉，深哉，耶穌的愛
OH THE DEEP DEEP LOVE OF JESUS

225 首 我耶穌，我愛你
MY JESUS, I LOVE THEE

6. 感謝 神讓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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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主日服務事工如下：
領 會
司 琴
翻 譯
招 待
膳 食
幻燈片
投 影

Worship Leader
Pianist
Translator
Usher
Food Preparer
Slide
Slide Projector

今 日 This Sunday

下 週 Next Sunday

李胜凡弟兄
陈铮凯弟兄
孟繁捷弟兄
陈少曦姐妹
Pizza
董豪富弟兄
董豪富弟兄

陈铮凯弟兄
洪静娜姐妹
沈瞳姐妹
王玉梅姐妹
膳食組
董豪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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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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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00
$
0.00

成為主的朋友，與神同工

3首 三一頌

李勝凡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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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胜凡弟兄;

主講 Sermon:
陈铮凯弟兄
翻譯 Translator:
pizza
招待 Usher:
董豪富弟兄； 投影 Projector:

鄭振威牧師
孟繁捷弟兄
陈少曦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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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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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
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
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人若不常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火裡燒了。你們若
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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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裡。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裡，正如
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愛裡。「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
喜樂存在你們心裡，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
樣；這就是我的命令。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你們若遵行我
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
的事。我乃稱你們為朋友；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已經都告訴你們了。不是你們
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
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麼，他就賜給你們。我這樣吩咐你們，是要叫你們彼
此相愛。」
I am the true vine, and my Father is the husbandman.Every branch in me that
beareth not fruit he taketh away: and every branch that beareth fruit, he
purgeth it, that it may bring forth more fruit.Now ye are clean through
the word which I have spoken unto you.Abide in me, and I in you. As the
branch cannot bear fruit of itself, except it abide in the vine; no more
can ye, except ye abide in me.
I am the vine, ye are the branches: He
that abideth in me, and I in him, the same bringeth forth much fruit: for
without me ye can do nothing.
If a man abide not in me, he is cast
forth as a branch, and is withered; and men gather them, and cast them into
the fire, and they are burned.
If ye abide in me, and my words abide
in you, ye shall ask what ye will, and it shall be done unto you.
Herein is my Father glorified, that ye bear much fruit; so shall
ye be my disciples.As the Father hath loved me, so have I loved you: continue
ye in my love.If ye keep my commandments, ye shall abide in my love; even
as I have kept my Father's commandments, and abide in his love.These things
have I spoken unto you, that my joy might remain in you, and that your joy
might be full.This is my commandment, That ye 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Greater love hath no man than this, that a man lay down his life
for his friends.Ye are my friends, if ye do whatsoever I command
you.Henceforth I call you not servants; for the servant knoweth not what
his lord doeth: but I have called you friends; for all things that I have
heard of my Father I have made known unto you.Ye have not chosen me, but
I have chosen you, and ordained you, that ye should go and bring forth fruit,
and that your fruit should remain: that whatsoever ye shall ask of the Father

in my name, he may give it you.These things I command you, that ye love
one another.

成為主的朋友，與神同工
鄭振威 牧師
(一)真正的朋友
耶利米哀歌 1:2 他夜間痛哭、淚流滿腮．在一切所親愛的中間、
沒有一個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詭詐待他、成為他的仇敵。
(二)亞伯拉罕成為神的朋友
雅 2:23 這就應驗經上所說、『亞伯拉罕信 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他又得稱為 神的朋友。
2:24 這樣看來、人稱義是因著行為、不是單因著信。
(三)亞伯拉罕為義人代求
創 18:32 亞伯拉罕說、求主不要動怒、我再說這一次、假若在那裏見有
十個呢．他說、為這十個的緣故、我也不毀滅那城。
(四)救主降生真正的平安
路 2:14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 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有古卷作喜悅歸與人〕
約 16:33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
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20:29 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五)成為主的朋友
約 15:15 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
事．我乃稱你們為朋友．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已經都告訴你們了。
(六)與神同工拯救萬民
創 19:12 二人對羅得說、你這裏還有甚麼人麼．無論是女婿、是
兒女、和這城中一切屬你的人、你都要將他們從這地方帶出去。
啟 5:9 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
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 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