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維州中華基督教會週報
NVCCC SUNDAY BULLETIN

主後 2017 年 7 月 23 日上午 10 時
July 23 2017 10:00 A.M.
※以讚美進入神的殿※
序樂
宣召詩篇 100: 1-2
*頌讚詩歌 Hymn # 248

※ENTER HIS HOUSE WITH CELEBRATION※
PRELUDE
CALL TO CELEBRATION Psalm 100: 1-2
來擁戴主為王
“Crown Him with Many Crowns”

*祈禱
*INVOCATION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
詩篇 142: 1 - 7
Psalm 142: 1 - 7
(兒童請離席 Children are dismissed for Children’s Assembly)
敬拜讚美 PRAISING

1) 永恆的答問

[教會消息 Church Announcements]
1. 歡迎初次來的新朋友，請您留下姓名，讓我們能更多認識；請參閱週
報最後頁聚會時間表，選擇合適的聚會參加，在神的家中更認識祂。
2. 本季中文成人主日學的主題:【羅馬書】
教材是 "羅馬書查經手冊" 由空中聖經學院 黃子嘉牧師主講.
羅馬書是聖經中非常重要的一本書，是保羅傳道二十四年後整理
出來的內容，是福音真理的精義，是神學教義的論述，是保羅信息
的中心。保羅在新約寫了十三本書信，只有羅馬書是系統性的講論
，可說羅馬書是保羅的神學自我告白。
「神的福音」出現了十五次，
更是講員在此卷書要強調的主題。希望我們一起來學習羅馬書。
班別
羅馬書

羅馬書(23)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2) 榮耀的呼召
English

※以獻身順從神的話※
信息經文

證

道

※以敬拜獻於神面前※
★奉獻及禱告
歡迎報告
*三一頌
*祝禱及阿們頌
殿
樂
*會眾請起立

※OBEY HIS WORD WITH DEDICATION※
SCRIPTURE
羅馬書 6:1-14, 19, 22
SERMON
成聖之路
※STAND BEFORE HIM WITH ADORATION※
OFFERING, PRAYER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
*DOXOLOGY
*BENEDICTION, THREEFOLD AMEN
POSTLUDE
*Congregation Standing

★奉獻是基督徒的本份與權利，如果您沒有預備或不太清楚奉獻的意義，您可以不
必參與；聖經說："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
人，是神所喜愛的.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
多行各樣善事. " 哥林多後書 9: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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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維州台灣長老教會和北維州中華基督教會將於 8/1 至 8/5
每天 9am – 4:30pm 舉辦暑期兒童聖經班(VBS)，
歡迎社區 4-12 歲兒童參加。
地點: 2036 Westmoreland Street, Falls Church, VA 22043
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 在下列網站報名。

Register at:
4

https://nvcccyg.shutterfly.com/vbs

VBS 的老師們教學忙了一天後，在小朋友回家後，仍然會留在學校，
準備第二天的教學，並互相鼓勵，禱告。弟兄姊妹若有心願意提供
晚餐（給老師們）請與許徳心姊妹聯絡，以便安排。

本週經文 約翰福音 John 13: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A new command I give you: 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 so you must love one another.

【永恆的答問】
在世上有多少歡笑，能使你快樂永久
試問誰能支配將來，永遠不必擔憂
名和利哪天才足夠，能使你滿足永久
試問就算擁有一切，誰能守住眼前的所有
[副歌]
人世間變幻，無窮變幻
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轉眼消失離開
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穌基督裏面
在跟隨祂的人心間

【榮耀的呼召】
將自己獻上當作活祭
作主聖潔貴重的器皿
祢豐富恩惠必充足澆灌我
使我瓦器裡充滿莫大能力
[副歌]
高舉雙手讚美祢我主 全新全人都給祢耶穌
一生意義 活出榮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著標竿直跑
跟隨耶穌 愛我的主 我愛祢耶穌
跟隨耶穌 愛我的主 我愛祢耶穌

《成聖之路大綱》

羅 6:1-14; 19, 22 NVCCC

7/23/2017

使徒保羅告訴我們過聖潔的生活、也就是說在生活中不持續的犯
罪，必須要明白的三件事：1. 要知道、2. 要會算、3. 要獻上。
(1) 要知道

6:3-11

(a) 要知道與基督聯合的事實

6:3-5

重生得救之後要受洗，但這不是一個入教的儀式，它是一個宣
告；而且是一個實際的屬靈經歷。受洗在屬靈的意義上是與基督
的生命聯合、與主基督認同。與主聯合，就是與主成為一靈；我
們藉著洗禮，被神放置在基督的身體裡。
受洗消極的一面，是歸入祂的死，和祂一同埋葬，表明我們的舊
人和祂一同釘死在十字架上；積極的一面，是我們與祂同活，叫
我們的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基督的死與復活是十字架道理一
體的兩面，也是我們與主耶穌生命關係上一體的兩面。
(b) 要知道在基督裡，你不必再犯罪的事實 6: 6-8
十字架的第一個信息是基督為我們死，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是對
不信的人說的。十字架的第二個信息是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時
候，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這是對信的人說的。
「使罪身滅絕」的意思是說使會犯罪的身體對罪不起作用、失去
功用、失去活動力，要相信我們會犯罪的舊人已經死了；因為它
已經與基督一同被釘在十字架上，所以我們就不應該再持續地活
在罪惡之中，作罪惡的奴僕。
(c) 要知道基督一次得勝，永遠得勝的事實
6:9-10
基督為全人類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已經得勝，祂從從死裡復、已
經勝過掌死權的魔鬼，一次得勝，永遠得勝；而我們在基督裡也
已經靠祂得勝。我們只要宣告祂的得勝，而且在基督裡也是一次
得勝，永遠得勝。

(2) 要會算

6:11
結論：成聖之路的 3 件事

「看」字就是「算」的意思。這與「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
的義。」的「算」是同一個意思；原文的意思是歸在某人的帳
上。
當我們悔改信耶穌時，神算我們為義，這是第一筆算帳。當我們
講到成聖時，就有第二筆帳要算：向罪、我們算自己是死的，因
為神說你已經死了；向神、我們算自己是活的，因為我們是在基
督裡，而基督已從死裡復活了。
(3) 要獻上

6:12-13

我們稱義是靠十字架，我們成聖還是靠十字架。保羅說：「不要將
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倒要像從死裡復活的人，將自
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那到底要如何去獻？
答案在羅 12:1-2。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 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 (一個持續不斷的過
程)，以至於成聖。」(羅 6:19)
「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放，作了神的奴僕，就有成聖的
果子，那結局就是永生。」(羅 6:22)
A+ B → C + D
(從罪裡得了釋放) A + (作了神的奴僕) B →
(結局就是永生) D

(成聖的果子) C +

Having been set free from sin (A) + having become slaves of God (B)
→
You have your fruit to holiness (C) + the end, everlasting life (D)
A 和 B 都是現在完成進行式；A 是神做的，B 是我們要做的。

第一，我們必須要知道與基督聯合的事實；要知道在基督裡，你
不必再犯罪的事實；要知道基督一次得勝，永遠得勝的事實。
第二，我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穌裡，卻當看
自己是活的。
第三，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作神的奴
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