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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會務消息佈告總會會務消息佈告總會會務消息佈告總會會務消息佈告    

1. 歡迎弟兄姊妹同心讚美敬拜主，鼓勵大家踴躍參加禱告會、主日學與基督

教教育課程。 

2.策劃會報告策劃會報告策劃會報告策劃會報告：：：： 

(1) 薛秀娟姊妹、黃德利弟兄將於2021年十月完成策委聖職之託，他們忠 

    信之服事於選召他們的主耶穌基督，必獲應得之賞賜，榮耀於教會之 

    元首-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阿門。 

(2) 感謝神，經過策劃會與教牧會的審核及代禱，神為我們預備了五位新   

    一屆(2021-2027)的策劃委員候選人：呂家傑弟兄(karl Lui)、陳凱雅姊 

    妹(Danica Chin)、林燕玉姊妹(Yan Yu Lin)、高多卓弟兄(David Gao)、張 

    小意姊妹(Sandy Zhang)。懇請弟兄姊妹為他們切切禱告，求主親自帶   

    領，從中揀選出祂要使用的兩位新同工。 

3. 長老會報告長老會報告長老會報告長老會報告：：：：感謝神之大恩憐，自從尊敬的陳志仁長老榮休後，經過長期

禱告，策劃會與牧長會有感，推薦雷以德弟兄在神親自引領下補上長老聖

職之位。懇請弟兄姊妹代禱，求主顯明祂的心意，成全祂的旨意。 

4. 中宣會關愛唐人街中宣會關愛唐人街中宣會關愛唐人街中宣會關愛唐人街：中宣會和本地宣道部鼓勵弟兄姊妹在六月至八月支持

本地唐人街的商業：餐廳、麵包店、飲料店等。 

5. 短期佈道訓練班短期佈道訓練班短期佈道訓練班短期佈道訓練班：：：：由紐約短宣中心陳傳道培訓，參加者請在中宣會網站註

冊。培訓在網上Zoom 進行，週六8/7-9/11，(因夏令會，9/4除外) 上午

10:00-下午1:00，或下午2:00-5:00；選擇兩個主日練習個人傳福音。 

6. 2021年度實體夏令會將於九月三日(週五)至九月六日(週一)在紐約上州

Iroquois Springs 舉行，主題是「重塑遠景」，邀請所有已完全接種新

冠疫苗的弟兄姊妹參加。中文講員有周如歡教士；英文講員為江育文牧

師。夏令會註冊時間: 

 (1) 提早註冊:網上7月11日-7月24日，實體:今天 

 (2) 常規實體註冊:7月25日； 

 (3) 8月5日是註冊的最後一天。 

大會徵求贊助人，奉獻補助大會經費，敬請弟兄姊妹支持，奉獻支票請註

明：「夏令會贊助人」。 

7. 八月份開始恢復週二晚上6:30-7:30的實體查經禱告會。 

8. 靠著神的恩典，中宣會主日崇拜慢慢過渡到疫情前之時。需要弟兄姊妹在

主日崇拜事奉，特別是招待。如果您有負擔，請聯繫李教忠弟兄：電郵 

tli@ocmchurch.org 或電話 646-331-6594。 

9. 教育部圖書館事工於今天與下主日上午11:30-下午1:00在一樓擺設攤位，

展示圖書館新系統，並設有舊書清倉拍賣，弟兄姊妹可自由奉獻。 

10.中宣會新網站已啟用。 盼望能更好地使用網路來開拓福音事工。感謝以下

同工們的參與：鄭光瓊、陳玉峰、關雪影、梁麗平、梁潔蓮、黃洪甄、黃

衛民、邊潔薇 、林慧、尹傳恩、陳健維、黃慶雲。 

11.中宣會參與唐人街社區鉤針編織藝術項目「起來-發言-改善」。7/18、

7/25、8/15下午1:30-3:00鉤針小組在哥倫布公園舉行實體聚會。參與者

請上網登記: ocmchurch.org/yarncircle。  

12.家庭事工已恢復實體兒童崇拜、兒童主日學、和福佑育兒班，所有家長和

兒童都必須在中宣會網站註冊。 

13.長青中心逢週二、週四上午11:30在一樓聚會。報名請致電伍黃素萍師

母：212-219-1472，內線110。網上聚會同步。 

14.禱告會鏈接在中宣會網站 www.ocmchurch.org：國語禱告會:主日早上9:40

-10:40在605室，週二晚上7:00，週五早上9:00；粵語禱告會:主日早上

9:15-9:45在301室，週二晚上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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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勤不可懶惰。 要心裏火熱，常常服事主。在指望中要喜樂，

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羅十二：11-12）』  

        最近預備有關王

明道先生的主日學，

看到上一代的僕人在

中國教會的見證。他

們為了信仰經歷很多

艱難與苦難。我們活

在北美，過著安穩和

平靜的生活，這是神

對我們這一代的恩典。試問，誰會願意經歷那一代的苦難，在那

個時代的處境下背負十架？我們活在安穩中，但我們不把安穩成

為生命的偶像。安穩的生活是神賜人日光之下的份。但，我們也

當小心，存敬畏的心活在神面前，常常事奉主。 

    生活平平穩穩、無風無浪，今日教會面對的試探常常是不冷

不熱。信仰變成生活的裝飾品。信耶穌是好，但不需要效法主。

信耶穌是好，但不需要順服主。信耶穌是好，但不需要付代價。

信耶穌是好，但不需要委身於基督身體的建造。這是典型的文化

基督教：要基督（一切信仰的好處），卻不要基督的十架（信仰

而來的代價）。聖經有半個救恩嗎？ 

    「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羅12:11) 

「殷勤」這字有「趕快」，「勤奮用功」和「積極關注」的意

思。我們不要不冷不熱，而是心裡火熱，常常想到福音工作的需

要，弟兄姊妹靈命的需要和教會事工發展的需要。 

    關於事奉主，我們要常常趕快地回應，不要拖拖拉拉。 

趕快事奉主趕快事奉主趕快事奉主趕快事奉主    
牧者分享:林永裕牧師牧者分享:林永裕牧師牧者分享:林永裕牧師牧者分享:林永裕牧師    



    

 中文國語堂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八日上午八時卅分 二樓   

虔 誠 默 禱  敬 拜 上 主 

序序序序    樂樂樂樂  司 琴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張榮亮弟兄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歷代志上 十六：23-25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充滿在這裡〕 

〔唯有主耶穌的寶血〕 

朱珞姊妹 

丁陳明怡師母  

禱  告禱  告禱  告禱  告     張榮亮弟兄 

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  利未記 五：1-10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獻贖愆祭的條例】 
  (利五：1-10) 

丁聖材牧師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充滿在這裡〕 眾 坐 

祝祝祝祝    福福福福  張文彬牧師 

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 〔532首〕 眾 立 

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   眾 立 

默禱默禱默禱默禱、、、、會畢會畢會畢會畢  眾 坐 

      中文粵語堂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八日上午十時  三樓 

虔 誠 默 禱  敬 拜 上 主 

序序序序    樂樂樂樂   司 琴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馮文忠弟兄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歷代志上 十六：23-25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獻上頌讚〕 
〔十架犧牲的愛〕 
〔信靠順服〕 

粵語敬拜隊 

禱  告禱  告禱  告禱  告  馮文忠弟兄 

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  彼得前書 二：18-25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基督為我受苦的榜樣】 
   (彼前二：18-25) 

丁聖材牧師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信靠順服〕 眾 坐 

祝祝祝祝    福福福福  林永裕牧師 

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 〔532首〕 眾 立 

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   眾 立 

默禱默禱默禱默禱、、、、會畢會畢會畢會畢  眾 坐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

的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

經與罪斷絕了……只從神的旨意……」（彼

前4：1，2）  

    追求快樂是許多人生活的目的，所有的人都願意享樂而不願受

苦，只有基督到世上來卻是為受苦來的。因為非受苦不能救人（彼

前3：18）。世人就是為尋求自己的快樂，而不顧一切地犯罪，得罪

神，傷害人。為著自己快樂都變成極其自私的人，喪失了一切道

德、真理、仁愛、和平。今天在許多的享樂中都是帶著罪惡的，可

以說都是罪中之樂（來11：25）。 

    基督徒已經蒙主的救贖，脫離了罪，就不應再去享受罪中之

樂。其實那種肉體情慾之樂，正是心靈的痛苦。那種暫時之樂，正

是永遠的損失，所以聖經從沒有叫信徒去在世上尋求快樂，乃是教

訓我們應當在主裡面喜樂（腓4：4），這喜樂不是從外面來的。信

徒只想追求快樂，不是正當的目的，因為那仍然以己為中心，不是

以神旨意為前題。凡想要為自己求得快樂，都容易陷入罪惡之中，

只有以受苦為兵器，不怕受苦，願意為主受苦，認為在今生這個罪

惡的世界上受苦是當然的，才能勝過許多的試探，引誘。想求樂而

怕受苦，就要失去兵器，作情慾的俘虜了，我們只當按神的旨意，

度在世餘下的光陰。 

    「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慾，……是

與靈魂爭戰的。」（彼前2：11）  

    我們人分作兩部分，即肉體和靈魂。許多人只知有肉體，不知有

靈魂，其實不是沒有靈魂，也不是不可知的。自古以來人都知道有靈

魂的，它不是頭腦，思想的問題，它存在人的心裡，全世界的人也都

知道人有一個心（不是指心臟），那是真人的所在，當人肉體死亡之

後，靈魂只是離開身體，並未消滅，它要繼續存在下去，不過到另一

個世界而已。  

    因此說，我們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不過幾十年之久，但對

肉體來說卻是它僅有的生存機會。因此肉體要盡量滿足它私慾的要

求，越隨從肉體的情慾，它的力量就越大，要求就越多，它只求肉體

暫時的快樂，享受，不管靈魂的得失，永遠的前途，可是靈魂卻不

然，它想得更高更遠，它的志趣和喜好也與肉體不同，尤其是已經信

主有了永生的人，他的靈魂就盼望能在天上來世有所得著和享受。  

    因此，肉體和靈魂有了爭戰，雙方都想利

用今生這點光陰來達到各自的目的。這需要我

們作出揀選，要滿足肉體和私慾呢，或是要達

到靈魂的願望；要暫時的快樂，或是永遠的福

分；要世上的，或是天上的；要虛空的，或是

要真實的，這種後果是永遠的。 

    

中文國/粵語堂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卅分  二樓 

虔 誠 默 禱  敬 拜 上 主 

序序序序    樂樂樂樂   司 琴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周健愉弟兄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歷代志上 十六：23-25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12首〔祢真偉大〕 

〔活出愛〕 

楊勇弟兄 
閻路得姊妹  

禱  告禱  告禱  告禱  告  周健愉弟兄 

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  彼得前書 三：1-7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蒙恩的家庭 
 「夫妻同承受生命之恩」】 
   (彼前三：1-7) 

丁聖材牧師 

傳譯:薛秀娟姊妹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活出愛〕 眾 坐 

祝祝祝祝    福福福福  丁聖材牧師 

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 〔532首〕 眾 立 

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   眾 立 

默禱默禱默禱默禱、、、、會畢會畢會畢會畢  眾 坐 

    經文: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
所，是藉著祂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
子就是祂的身體。」（來10：19-20） 
    在聖殿裡，聖所和至聖所之間有個幔子，外院的祭壇要洒
上犧牲的血，作為贖罪祭，好讓祭司能進到至聖所，向上帝獻
香敬拜；但至聖所只能一年進去一次，那幔子代表人的罪性。

雖然我們的罪已得赦免，但要進到上帝面前完全的敬拜卻是不可能。 
    耶穌死的時候，殿中幔子裂成兩半，祂為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
路，讓我們能夠靠著祂進到上帝面前。信徒都能像加拉太書五章24節所
說的：「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
在十字架上了。」進到上帝面前的每一步都帶著耶穌十字架的烙印，這
血肉的幔子不僅象徵著耶穌和祂的受難，也代表著我們要在祂的苦難上
有份。為什麼很多基督不能享有與上帝親密契合的關係？這是因為沒有
把老我看成可咒詛的仇敵，也沒有把其上的邪情私慾釘在十字架上，他
們是很想進到至聖所，卻隨從自己的私慾偏行己路。耶穌呼召我們恨惡
生命，捨棄老我與祂同死，並藉著上帝應許來倚靠聖靈大能，就能與祂
一起向上帝而活。 
    要過一個與上帝緊密契合的生活，唯一之法就是藉著耶穌的血肉幔
子進到上帝的面前。感謝上帝，靠著聖靈祂可以幫助我們將老我釘死在
十字架上，使我們向著世界是死的，並且能抵擋誘惑，過得勝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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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肉爭戰 

受苦心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