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證道筆記 

題目：【感恩節後話謝恩】 

經文：路加福音17:11-19  

1. 為什麼需要感恩？ 

2. 恩典需要數算 

3. 感恩需要付出  

本週背誦經文: (路加福音17:17-19) 

耶穌說：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嗎？那九個在哪裡
呢？除了這外族人，再沒有別人回來歸榮耀與神
嗎？就對那人說：起來，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我們歡迎您 

歡迎來到豐收靈糧堂和我們一同敬拜神。請您留下
姓名、電話、地址、以便我們與您聯絡。會後請留
步與我們共進午餐。B4教室特設新朋友餐桌，並贈
送禮物。請小組同工協助，需要代禱者請與牧者聯
絡。 

 週一小組 張曉華 646-288-5730 週一8pm 

活石小組 曹孜敏 718-795-8988 週六8pm 

大頸小組（一） 謝貴伯 516-582-3691 週五8pm 

大頸小組（二） 孫有煒 917-768-7267 週五8pm 

法拉盛小組 孫  健 917-216-8917 週五8pm 

貝賽小組 餘新建 917-915-3386 週五8pm 

新鮮草原小組 古鴻謀 917-749-5678 週五8pm 

飛揚小組 (法拉盛) 馮  雯 646-287-2436 週六7pm 

飛揚小組（貝賽） 李學振 646-645-7292 週五7:30pm 

豐盛小組  楊約瑟 917-770-7752 週六8pm 

愛樂小組 謝勝賢 347-528-4768 週二10am 

嗎哪小組 王  勤 917-373-3670 週五7pm 

恩雨小組 宋含香 718-808-5003 週二 6:30pm 

恩典小組 徐  靜 347-542-2497 週一7:30pm 

姐妹小組  樊  娉 347-399-5101 雙週三10am 

弟兄小組 談天行 718-902-7828 第2週六 8:30am 

迦勒小組（長輩） 林傳道 347-791-0105 單週三10am 

親子小組 季賽峰 917-689-6943 第2主日5pm 

M G小組 (法拉盛） 王阿錯 718-687-9133 週五10am 

英文細胞小組 

Queens (Adults) Richard 718-688-2719 週五8pm 

Long Island (Adults) Jack    646-207-0028 週五8pm 

 Harvest Disciples  

 

Daniel  518-961-5915 週五8pm 

 Everlasting Life  

 7-12 Grades 

 

Thomas 718-640-0135 

Melissa 516-430-8707 
週五8pm 

 Light of the World  

 4-6 Grades 

David  917-755-7184 

Allen   917-689-6943 
週五8pm 

Power Club (k-3 grades) Vicky  347-605-1111 週五8pm 

Agape ( Out  of  town) Katie   516-737-4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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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贊美 聖靈更新 小組教會 全地轉化 全家復興    

建 造 榮 耀 的 教 會  

主日聚會  
 

中文第一堂    中文第二堂     英文堂 

9:00-10am  10:30-11:45am 10:30-11:45am  

教牧及同工： 

主任牧師：  蕭慕道  646-934-6999  

助理牧師：  潘道純  718-353-9695 

助理牧師：  鄭立新  646-577-3085   

助理牧師：  曾斌武  718-688-2719 

傳    道：  楊重芬  718-224-3667 

傳    道：  葉昆建  347-515-6177 

傳    道：  林台英  347-791-0105 

理事會主席：余新建  917-915-3386 

辦公室主任：劉怡萱  718-715-1730 

教會管理員：林 進   917-293-3851 

通勤小巴 ：蔣俊然   347-654-6838 

地址：正門 54-47 Little Neck Parkway,  
          Little Neck, NY 11362 

      側門 1 Cornell Pl, Great Neck, NY 11020 

電話：718-715-1730  516-587-5507                     

                       718-358-1770 
 教會網站: www.hcny.org   

Email： contact@hcny.us  Info@hcny.org 
 

tel:(917)%20915-3386
http://www.hcny.org/
mailto:contact@hcny.us


 

            主日崇拜程序 

 

 

1. 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2. 以同心禱告來敬拜  

3. 特別獻詩 

4. 信息【感恩節後話感恩】 

5. 歡迎 /報告 

6. 分享 

7. 奉獻 

8. 祝福 

上週聚會人數（含週一小組） 

成人 425 青少年兒童 79  總計 504 

上週奉獻統計  

經常費 建 堂 宣教 其它 

15,578 90 100 15,768 

合計$15,768 

  裝備訓練一覽表 

內容 時間 / 地點    帶領者 

晨禱 週六7am/主日10:10 蕭牧師/葉傳道 

受洗班 主日9am 馬可樓 蕭師母/林倩 

豐盛的生命 主日9am B4教室 潘師母/潘牧師 

豐盛的恩光 主日9am 頌恩樓（1） 吳丹丹/孫有煒 

創世紀 
人物縱覽 

主日9am  B1教室 褚簡妮 

兩約中間史 主日9am   楊傳道 

 從Flushing來教會建議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可乘Q17
公車在Utopia Pkwy或188 St.轉乘Q30路公車；★或乘
Q27在Springfield Blvd轉乘Q30公車。★乘Q12 路公車
者請在倒數第二站（Little Neck Pkwy & Northern Blvd) 
Chase Bank轉角處下車，步行10分鐘即達。 

主日事奉同工 

 本主日 12/1（聖餐） 下主日 12/8 

 講 員 蕭牧師 蕭牧師 

領 詩 季賽峰 王  捷 

司 琴 劉筱莉 孫東玲 劉筱莉 孫東玲 

影 音 
燈 光 

孫有煒  李學振 
田穎俊  季賽峰 
曹孜敏  羅燕琳 

孫有煒  李學振 
田穎俊  季賽峰 
曹孜敏  羅燕琳 

早 堂 
司 獻 

夏威廉  徐國華 夏威廉  徐國華 

午 堂 
 
司 獻 

張奇萍   孫  健   
陳  倩   陳觀宇 
顧  勤   楊雪妮   
施雪燕   鄭艷敏 

張奇萍   孫  健   
陳  倩   陳觀宇 
顧  勤   楊雪妮   
施雪燕   鄭艷敏 

迎 新 微笑天使團隊 微笑天使團隊 

分 餐 愛樂小組 恩典小組 

小 巴 蔣俊然 蔣俊然 

交 通 
保 安 

李海明  覃  強 
周  濤  楊榮發 
張春甫  周衛東 

李海明  覃  強 
周  濤  楊榮發 
張春甫  周衛東 

交通車：蔣俊然：347-654-6838 
錢立祥：917-428-2562 

  開車時間        上車地點 
 
第 
一 
班 
車 

  第1站 8:00am 45-25Kissena Blvd. 

  第2站 8:10am Kissena Blvd & Barclay Ave 

  第3站 8:20am Sanford Ave. & 147 St. 

第 
二 
班 
車 

  第1站 9:00am 45-25 & Kissena Blvd 

  第2站 9:10am Kissena Blvd & Barclay Ave. 

 
第 
三 
班 
車 

  第1站 9:50 am 144-30 Roosevelt Ave. 

  第2站 10:00am 172 St. & 48 Ave. 

  第3站 10:10 am 193 St. & 48 Ave. 

家事報告/代禱 
1. 現任理事會主席余新建弟兄即將屆滿卸

任。經理事會和教牧團禱告、磋商，提名
陳明利弟兄為候選人。會眾對候選人在信
仰和操守沒有異議，本週小組聚會時將進
行投票。 

2. 12/22日是聖誕主日；週二12/24日（7:30pm）
舉行平安夜燭光音樂崇拜。教會鼓勵“一
領二”（102計劃），邀請親友參加這兩
場聖誕聚會，讓聖誕節成為領人歸主的日
子。 

3. 教會去年公演大型舞臺劇【以斯帖】，反
響熱烈。為紀念耶穌基督誕生，教會將推
出大型聖經劇【耶穌就在這裡】。公演時
間是12月21日（星期六）12月22日傍
晚7:30。請為聖經劇【耶穌就在這裡】公
演代禱並踴躍邀友觀賞。 

4. 教會將在12/31日晚9時在豐收中心舉行
跨年禱告會。此次禱告會有詩歌敬拜、見
証、禱告、分發經文紅包、茶點分享等。
還將按著猶太人過新年的習俗，吹角、贖
罪、祝福、迎新。歡迎弟兄姊妹預留時間
參加，領受神所賜的活水、新酒和新油，
度過一個有意義的除夕夜。 

5. 教會將於明年2/8（週六/農曆正月十五）
舉辦中國新年同樂會。這是面對社區的福
音性聚會，歡迎小組和個人準備節目。詩
歌、舞蹈、短劇、戲劇、小品、器樂演奏
皆可。請組長及早安排並於（1/5）將節目
告知高曉宇姐妹。同時歡迎大家捐贈禮品
（全新），交給徐愛琴姐妹用於抽獎。 

6. 教會為剛上完【基督生平概覽】的同學，
從今主日起開設【創世纪人物縱覽】的课
程：從亞當、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
瑟，學習这五位影响聖經真理基礎的重要
人物，是非常有用的课程，能幫助打好真
理的根基，並增加認識神的信心。另外鼓
勵上完【豐盛的生命】課程的弟兄姐妹踴
躍參加【豐盛的恩光】課程。 

7. 迦勒小組12/4日週三上午10點在大衛廳
聚會；這次將由林傳道分享『說話的智
慧』，會後有聚餐，歡迎邀請朋友參加。 

8. 繼續為聶青林、裴燕俠、鄭牧師、陳志法，
黃佩珊、楊伯母和李占山代禱,求神保守眷
顧。 
 
 



 
耶穌往耶路撒冷去，經過撒瑪利亞和加利利。 
進入一個村子，有十個長大痲瘋的，迎面而來，
遠遠的站著，高聲說：耶穌，夫子，可憐我們
吧！耶穌看見，就對他們說：你們去把身體給
祭司察看。他們去的時候就潔淨了。內中有一
個見自己已經好了，就回來大聲歸榮耀與神， 
又俯伏在耶穌腳前感謝他；這人是撒瑪利亞人。
耶穌說：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嗎？那九個在哪
裡呢？除了這外族人，再沒有別人回來歸榮耀
與神嗎？就對那人說：起來，走吧！你的信救
了你了。 
 
士师记二章10节告诉我们，约书亚的时代过
去后，新的一代人兴起。这个时代的人不认识
耶和华神和祂的作为，他们离弃神，去拜迦南
人的偶像巴力和亚斯他录，惹耶和华发怒。其
实，这新的一代，也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
子孙。他们的祖父在摩西的带领下出了埃及，
并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曾亲眼看到神无数的作
为，亲耳听见神向他们说话，又亲身经历了神
的大能与拯救。 
他们的父亲是生长在旷野的一代，他们也经历
了神奇妙的作为与恩典，最终跟随约书亚渡过
了约旦河，征服了迦南地，并在迦南地定居了
下来。 
他们是第一批在迦南地出生的一代，是最幸福
的一群。因为他们享受了先辈艰苦奋斗的成果，
居住在流奶与蜜的应许地，再也没有战争与居
无定所漂泊的生活。同时他们又承受了先辈从
神那里所领受的神的圣言与会幕的敬拜，正如
摩西所说的，「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
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祂的时候与我
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
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
呢？」（申四７～８）。他们理当成为最幸福、
最敬虔、最懂得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他
们的神的一代。但他们却成为叛逆不信，离弃
耶和华神的一代；这是极其可惜又可怕的一个
事实、一种现象。正因着这缘故，以色列人便
进入一个极其黑暗、痛苦的士师时代；是以色
列历史中最失败的时期之一。这段历史，应该
可以成为我们的警戒。 

以色列人不錯已進了迦南地，但是進

了迦南不是說從此 

就一切順利，安枕無憂。進迦南地後

的四百年，以色列人起 

起跌跌，常受敵人侵擾，痛苦不堪，

原因在那裡呢？ 

一. 不聽從神所立的約 (二：1-5) 

        「你們竟沒有聽從我的話」(v.2)，

這是神的使者指出他 

們的問題。神守著和以色列人所立的

約，領他們進了迦南地， 

可是，他們卻不顧神的吩咐，和外邦

人通婚，並拜他們的偶 

像。 

        沒有履行人的責任，不守住自己

的本分，往往是人痛苦 

的來源。事情還未成功之前，人常向

神信誓旦旦，一但成功 

了，人往往就忘記這誓約，做神不喜

悅的事，自招煩惱。 

二. 不知道神的作為  (二：6-10) 

        「後來有別的世代興起，不知道

耶和華，也不知道耶和 

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v.10)。 

        無知也往往是人痛苦的來源。特

別是對神無知，對神的 

作為無知，人更易陷於痛苦中。 

         「別的世代」就是新生代，是沒

有經歷過神的世代。沒 

有經歷過神，就會不知道神和祂的作

為。「不知道」不是說 

沒有聽過，沒有這種知識，乃是沒有

這種經歷。知識和實際 

不協調，知識就成為空洞、死寂。當

人對神的知識成為死寂 

時，對神的存在就不會感到真實，就

會作出種種神不喜悅的 

事，招來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