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7/24/16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聖哉 聖哉                                                    金海弟兄                                             

經文 Scripture              彼前 1:3-7, 5:10-11 

詩歌 Singspiration        榮耀歸于我主                            會眾 

             全能君王降臨                       

詩歌 Singspiration        主恩實在更多   

禱告 Paryer 

獻詩 Choir            深哉深哉耶穌的愛                                 天城詩班 

詩歌 Singspiration         

                

信息 Message               賜人平安的耶穌                                秦廣樂弟兄 

報告 Announcement                                      

擘餅、團契 Communion&Fellowship  (慕道班, Truth-seeker class)                              

愛筵 Love Feast  (歡迎在愛心中一起享用)    

禮拜日    9:30am          成人主日學     (教堂)                                836–1771 

禮拜日   1:00-2:30pm   詩班                 (李冠芬)                      313 - 7228 

禮拜二   8:00-10:00pm 禱告會             (教堂)                                836 - 1771                

禮拜三   10:00am         姐妺成長班     (李屏貞)                            230 - 4966  

禮拜四   10:00am         禱告查經會    (楊曉榮)            816 - 8701     

禮拜五   8:00-10:00pm 查經,分享        (教堂)                                836 - 1771 

禮拜六   8:00-9:30am   晨禱          (每月第一，三週於教堂) 836 - 1771 

             

    週五晚 (7/29 8:00pm)  福音見證 –秦廣樂弟兄 

        下主日 (7/31 9:30am)  每日讀經班“跟隨耶穌 7/24-7/30 (可上網)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舊約概論（小先知書）; 門徒訓練班  

 
 

1/1-7/17/16 奉獻收入/開支  General Offering $136,013 /Expenses:$144,297  

七月奉獻 July. General Offering：$12,521 

2016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10,439/27,000                           已發送 Sent: $0 

2016 宣教  Mission Fund: $                                                       19,871/55,000                        已發送 Sent: $22,950 

2016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4,240/5,000                    已發送 Sent: $1,595 

    
本月執勤同工：金 海弟兄                                 本主日招待: 維定 黎明 麗華 

下月執勤同工：錢大剛弟兄                           下主日招待: 才益 大剛 李軍 

     
      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ebccnj.org 聆聽信息  

報告及信息大綱 
 

1. 週五晚傳福音課程：7/29 週五晚，秦廣樂弟兄將和大家分享他的福 

音見證。李玉惠姐妹的週五晚傳福音訓練課程還剩兩次, 時間是 8/26 

和 9/9。 8/5, 8/12,8/19 三個週五將是肢體間的個人談道訓練及分享。 

2. 健康家庭的因素: 今天午餐後 1:15 - 2:00 秦廣樂弟兄將在大堂分享聖 

經教導的夫妻、親子關係在生活中的應用, 如有需要可以有延續問題 

解答等, 歡迎留下壆習。 

3. 福音營報名: 勞工節的福音營從 9/2-9/5 在南部的 Harvey Cedar 舉行, 主 

題講員是華欣牧師和劉志雄弟兄。主題信息分別是: 出黑暗入光明及 

以馬內利。另外, 在下午有五個專題。海報已經貼在圖書館對面，請 

大家盡量邀請來過教會的慕道朋友參加。報名請洽李屏貞姐妺。 

4. 主日學：目前主日學有三個班：門徒訓練班, 舊約概論班 (小先知書), 

 福音書-跟隨耶穌班, 盼大家參加。 

5. 兒童聖經營：定於 8/8-12, 將由年青人帶領豐富有趣的活動,請大家邀請 

兒童們來參加這福音性的營會, 一周營會的費用$50, 家中第二個孩子優 

惠价$25, 第三個孩子免費;年齡是四嵗或以上的兒童，報名表在大門口 

的布告欄上，填寫后和報名費可交給吳慕嵐或周舒佳姊妹，聯絡人: 

Stephanie Ho: sstephanie.120@gmail.com。 

                                      
   相關經文：約翰福音 8：3-11 
 

      3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著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 在当中，4 就 

      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在行淫之时被拿的。5 摩西在律法上所 

      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 6 他们说 

      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著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著腰，用指头在地上 

      画字。7  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 

      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8 于是又弯著腰，用指头 

      在地上画字。9  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 

      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10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 

“妇人，那些人在那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11 他说：“主啊，没 

  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1、 失去平安的人 —— 女人 

2、 让人不安的人 —— 文士、法利賽人 

3、 赐人平安的人—— 耶稣 

 

结论： 

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法利赛人的道路和耶稣的道路 

我们走哪一条？ 耶稣赐人平安；法利赛让人不安； 

    



7/24/16-7/31/16 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 
 

聖經信仰要理問答: 31）我們所信的真正的信心是什麼? 

答: 我們相信上帝, 全能的父, 創造天地 ; 相信耶穌基督祂的獨生子, 我們的主, 從 

聖靈成孕, 藉著童貞女馬利亞而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 被釘十字架, 死了, 埋 

葬, 下到陰間, 第三天從死裡復活後,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 祂將會降臨審 

判活人和死人. 我信聖靈, 聖潔的教會, 聖徒相交, 罪得赦免, 肉身復活, 並得永生. 

經文：猶 1:3  …我…勸你們，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的爭辯。 

禱告: 聖父, 聖子, 聖靈 – 你是我們的神, 從無到有的創造了我們. 主阿, 你這麼愛 

世人，甚至賜下獨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我們歡欣, 讚美,  

感謝你, 主, 我們的神, 榮耀都歸你, 阿們. 

 
7/25 週一為教會尋牧禱告:中文組需要多一位牧者, 求神預備, 供應我們合 

  適的牧者, 與金弟兄, 執事同工們一起配合服事, 使教會更加合神心意。 

7/26 週二為教會及服事禱告: 基督的奧祕, 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里藉著 

  福音同為後嗣, 同為一体, 同蒙應許。為金弟兄和 Ken 牧師禱告, 願他們 

  在基督里大蒙憐憫, 順服神的旨意, 以至眾人都要蒙憐憫, 敬畏神。為教 

  會服事團隊禱告, 願大家同享神的愛, 在基督里一同明白神愛的長濶高深,  

  靠主靈里合一,愛里同工,一同來事奉教會。請繼續為新執事的預備禱告。 

7/27，28 週三週四為肢體禱告：1) 為林宗漢弟兄的白血球開始上升感謝 

  神。為他腳的疼痛, 求神除去痛風的炎症。他六姐, 二姐已來到, 求神祝 

  福弟兄下個流程的治療盡都順利。2)為石光瀛弟兄禱告, 求主幫助他面 

  對身体的疾病, 能夠單單仰望神, 求神使用化療, 醫治他的癌症。3) 繼續 

  為楊良彪弟兄禱告, 求神完全醫治他的憂鬱, 賜他渴慕的心, 常親近主， 

  使他心靈得自由釋放。4）為暑假期間, 許多人帶著孩子回中國禱告, 求 

  神讓他們不僅看望家人, 更求主給他們愛靈魂的心, 把福音帶給親朋好友,  

  使我們所愛的都得著最寶貴的祝福——基督的生命，在永世裏有份。 

7/29 周五為福音營禱告：請為邀請的工作禱告，求主預備人心；也為主辦 

  的教會代禱, 預備的工作很多, 求主保守他們不遺漏任何事。為聯合詩班 

  禱告，求神賜他們服事的能力、智慧和體力, 喜樂地面對每一次的練習。 

7/30 週六為 VBS 禱告：感謝主, 已有十多位小孩報名。為服事的 Stephanie  

  及其它年青人感謝神, 他們担負這次的 VBS 的策劃安排, 求主賜他們禱告 

  的心, 從神領受恩典, 靈巧, 來預備一切服事,使福音的種子進入幼小心靈。 

7/31 主日為講臺和信息禱告：求神潔淨祝福祂的教會，神的靈充滿並恩 

  膏秦廣樂弟兄和講臺的信息,  願神真理的活道被宣揚，釋放出來，觸摸 

  人心，使飢渴的得飽足、軟弱的得剛強；求聖靈帶領敬拜和聚會,  使來 

  到主面前的每一位都得著飽足、餵養和生命的更新。

 
讀經進度:跟隨耶穌 7/24-7/30(上網)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 ***                              *** ***       ***  

每個週五晚 8：00 教會有傳福音課程。二樓有兒童聚會,  三樓 EM 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