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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 默

主 日 敬 拜 程 序

唯耶和華在衪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衪面前肅敬靜默。
哈巴谷書 2:20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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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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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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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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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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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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陳錚凱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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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 年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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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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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655首 古聖信仰
Faith of Our Father

$400.00
$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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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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3首 三一頌 Doxology

Br. Gees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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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勝凡弟兄;
文 卿姐妹；
董金雀姐妹;
曾慶薇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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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1 Elbertson St. Elmhurst, NY 11373

Br.M.Geeslin
孟繁捷弟兄
王玉梅姐妹
董豪富弟兄

讀 經 Scripture
猶大書 Jude 1-4
耶穌基督的僕人，雅各的弟兄猶大，寫信給那被召、在父 神裏蒙愛、為耶穌基
督保守的人。願憐恤、平安、慈愛多多的加給你們。親愛的弟兄啊，我想盡心寫
信給你們，論我們同得救恩的時候，就不得不寫信勸你們，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
徒的真道竭力的爭辯。因為有些人偷著進來，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罰的，是不虔誠
的，將我們 神的恩變作放縱情慾的機會，並且不認獨一的主宰─我們〔或譯和我
們〕主耶穌基督。
Jude, a servant of Jesus Christ and a brother of James, b Tocthose who have
been called, who are loved by God the Father and kept by Jesus Christ: Mercy,
peace and love be yours in abundance. Dear friends, although I was very eager to
write to you about the salvation we share, I felt I had to write and urge you to
contend for the faith that was once for all entrusted to the saints. For certain men
whose condemnation was written about long ago have secretly slipped in among
you. They are godless men, who change the grace of our God into a license for
immorality and deny Jesus Christ our only Sovereign and Lord.

猶大書 Jude 17-21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要記念我們主耶穌基督之使徒從前所說的話。他們曾對你們說
過，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不敬虔的私慾而行。這就是那些引人結黨、屬乎
血氣、沒有聖靈的人。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
裏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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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dear friends, remember what the apostle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foretold.
They said to you, "In the last times there will be scoffers who will follow their own
ungodly desires." These are the men who divide you, who follow mere natural
instincts and do not have the Spirit. But you, dear friends, build yourselves up in
your most holy faith and pray in the Holy Spirit. Keep yourselves in God's love as
you wait for the mercy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o bring you to eternal life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2:1-10
我願意你們曉得，我為你們和老底嘉人，並一切沒有與我親自見面的人，是
何等的盡心竭力；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因愛心互相聯絡，以致豐豐足足在悟性
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們真知 神的奧祕，就是基督；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
都在他裏面藏著。我說這話，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語迷惑你們。我身子雖與你們相
離，心卻與你們同在，見你們循規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堅固，我就歡喜了。你們
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在他裏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
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
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因為 神本
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你們在他裏面也得了豐盛。他是各
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I want you to know how much I am struggling for you and for those at Laodicea,
and for all who have not met me personally. My purpose is that they may be
encouraged in heart and united in love, so that they may have the full riches of
complete understanding, in order that they may know the mystery of God, namely,
Christ, in whom are hidden all the treasures of wisdom and knowledge. I tell you
this so that no one may deceive you by fine-sounding arguments. For though I am
absent from you in body, I am present with you in spirit and delight to see how

orderly you are and how firm your faith in Christ is. So then, just as you received
Christ Jesus as Lord, continue to live in him, rooted and built up in him,
strengthened in the faith as you were taught, and overflowing with thankfulness.
See to it that no one takes you captive through hollow and deceptive philosophy,
which depends on human tradition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is world rather
than on Christ. For in Christ all the fullness of the Deity lives in bodily form, and you
have been given fullness in Christ, who is the head over every power and
authority. .

信息提綱
講題：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講員：Br. Maurice Geeslin
一、引言
A、《猶大書》與年度主題 （猶 1:17-21）
B、“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猶 1:20）

二、真道
A、真道指我們接受上帝的獨生愛子主耶穌基督為我們的救主，承認他為我
們的罪而死，三天後復活；我們稱他為得勝的王，並曉得他要第二次來
到我們中間。
B、我們所信的“真道”以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為核心。
C、以 神愛世人為根基 （約一 4:9-10）。
D、這“真道”從主耶穌的門徒傳講救主耶穌而來。
E、“真道”的兩方面，即恩典與救主耶穌，從叛逆不信的人開始。

三、至聖
A、“至聖”與世界相悖，屬純全、聖潔。
B、對比非聖潔的信仰與至聖的信仰
1. 順著老自己的消滅、褻瀆聖靈
2. 順著老自己的牧者和假先知什麼也成就不了
C、真道的造就完全藉著主耶穌基督。

四、自己
A、信心的造就是建立與 神相交的個人關係，不是憑著他人的關係。
B、通過個人與主耶穌和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相交。

五、造就
A、通常人是如何經歷造就的？ 神的造就與人的造就不同。
B、人的造就與各樣的知識、學說及方式方法為核心。
C、經歷主耶穌的造就需要認識主耶穌（哥 2:1-3）。
1. 認識主耶穌的真道及 神的旨意。
2. 這對我們並不晦澀，因為我們與主耶穌建立了個人關係。
3. 造就是如何成就的？是認識並跟隨主耶穌。
D、這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也傳到普天之下，並且結果，增長，如同在你們
中間，自從你們聽見福音，真知道 神恩惠的日子一樣。 正如你們從我
們所親愛、一同作僕人的以巴弗所學的。他為我們（有古卷：你們）作
了基督忠心的執事， 也把你們因聖靈所存的愛心告訴了我們。”（哥
2:6-8）
E、親近主，聽主的話語並順從主（路 6:46-49）。

六、結語
綜上所述，眾弟兄姐妹，讓我們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