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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基督徒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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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巴谷書 2:20

二零一五年一月廿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感 恩、代 禱 與 通 知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The Order of Worship
January 25, 2015 9:30 a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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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弟兄上周舊病復發住院，經治療已控制，現轉康復中心進行復
健，請在禱告中特別求 神保守看顧他，也求 神給劉姐妹加力。
請勿電話打擾劉姐妹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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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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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10:45 am

主 日
Sunday

11:00 am –
12:00 pm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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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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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幻燈片 Slide:

周向陽弟兄； 司琴 Pianist:
廖翔嬪姐妹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王玉梅姐妹
膳 食 組
曾慶薇姐妹； 投影 Projector: 董豪富弟兄

奉献： 奉獻“是出於樂意，不是出於勉強。……各人要隨心所酌定的，
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獻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悅的。
[哥林多後書 9:5-7]

上周奉獻公告
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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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454首 我知主掌握明天

$49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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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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 聖哉、聖哉、聖哉
Holy, Holy,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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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首 我知主掌握明天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約瑟—成就 神賜下的夢

施旭曦弟兄

3首 三一頌 Dox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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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錚凱弟兄;
廖翔嬪姐妹；
青 年 組;
曾慶薇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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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旭曦弟兄
孟繁捷弟兄
王锦梅姐妹
董豪富弟兄

Tel: 718-424-3990 www.nycahome.org

讀 經 Scripture

信息提綱
講題：約瑟—成就 神賜下的夢
講員：施旭曦

猶大書 Jude 20-21
20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却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裏
祷告，21 保守自己常在 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稣基督的憐憫，
直到永生。
20

But you, dear friends, build yourselves up in your most holy
faith and pray in the Holy Spirit. 21Keep yourselves in God's
love as you wait for the mercy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o bring
you to eternal life.

創世紀 Genesis 45:3-8
3

約瑟對他弟兄們説，我是約瑟，我的父親還在嗎。他兄弟不能
回答，因為在他面前都驚惶。4 約瑟又對他的弟兄們说，請你們
近前來，他們就近前來。他説，我是你們的兄弟約瑟，就是你
們所賣到埃及的。5 現在不要因為把我賣到这裏，自憂自恨，這
是神差我在你們以先来，為要保全生命。6 現在這地的饑荒已經
二年了，還有五年不能耕種，不能收成。7 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
為要给我們留餘種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們的生命。8
這樣看来，差我到這裏來的不是你們，乃是 神，祂又使我如法
老的父，作他全家的主，並埃及全地的宰相。
3

Joseph said to his brothers, "I am Joseph! Is my father still
living?" But his brothers were not able to answer him, because
they were terrified at his presence. 4Then Joseph said to his
brothers, "Come close to me." When they had done so, he
said, "I am your brother Joseph, the one you sold into Egypt!
5
And now, do not be distressed and do not be angry with
yourselves for selling me here, because it was to save lives
that God sent me ahead of you. 6For two years now there has
been famine in the land, and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there will
not be plowing and reaping. 7But God sent me ahead of you to
preserve for you a remnant on earth and to save your lives by a
great deliverance. 8"So then, it was not you who sent me here,
but God. He made me father to Pharaoh, lord of his entire
household and ruler of all Egypt.

一， 前 言
神藉着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路作工在他們身上，才產
生出一个約瑟這麼榮美尊貴，這麼像主的生命。

二， 約瑟的童年時期
1， 雅各的記略如下，約瑟 17 歲與他哥哥們一同牧羊，他是

个童子，與他父親的妾，辟拉悉帕的兒子們常在一處。
約瑟將他哥哥們的惡行，報給他們的父親。以色列原来
愛約瑟，過於愛他的眾子，因為約瑟是他年老生的，他
给約瑟作了一件彩衣。約瑟的哥哥們見父親愛約瑟過於
愛他們，就恨約瑟，不與他説和睦的話。（創 37:2-4）
2， 約瑟得夢述於諸兄

三， 被哥哥們陷害的青年時期
1，賣約瑟給以實瑪利人
2，約瑟的勤勞忠心換來主人的賞賜
3，遭主母的誣告和加害
4，約瑟在獄中為酒政解夢

四， 被埃及王重用的狀年時期
1，法老立約瑟為埃及的宰相
2，雅各遣子往埃及糴糧，約瑟與弟兄相認並迎接父親。
3，一个重新和好的關係給雅各帶來極大的喜樂

五， 滿有信心和盼望的晚年
約瑟對他兄弟們説我要死了，但 神必定看顧你們，領你們
從這地上去，到祂起誓所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
（創 50:24）

六， 結論
約瑟的高尚行為和人生經歷，預表了基督的性格及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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