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9/25/16 (10:30am) 

  宣召                                                                                          EM Group    

  詩歌                       我將跟隨                                                         會眾 

                                 全所有奉獻 

         我神何等偉大 

 禱告                   

 信息                        做門徒的代價                                  Ken 牧師  

  

 愛筵  (歡迎在愛心中一起享用) 

 

              報告及代禱事項 
 

1.十月特會"在禱告中經歷神" : 10/21-23 傅立德牧師將帶領學習禱告的專

題及小組討論: 1.  讚美與感恩 (週五晚 7:30-9:00)  2.  認罪 (週六 9:30-12:15) 

為自己祈求與代求 (週六 1:15–4:45)  4. 禱告蒙應允的原則 (週日 1:15–

3:00) ,週五晚 6:30 和週六午 12:30 將備餐點, 請向周舒佳 或陳媽媽登記。 

2.王藍田師母追思: 我們親愛的姊妹王陳秀蘭師母已在 9/17/2016 安息主

懷。金海弟兄代表本教會親往德州慰問家屬，及出席 9/24 日的安息禮

拜。王師母為人謙卑，畢生堅持不懈傳主福音，帶人信主，是弟兄姊 

妹的典範，讓我們在禱告中記念她和她的家人。若您想寄安慰卡給王 

牧師和家人，郵寄地址可向所屬關懷小組組長查詢。 

3.交通分享聚會: 預定 10/30 的主日信息時間將開放給弟兄姊妹們分享 

對神的話語和聖靈在最近一年來的感受經歷. 有意願者請洽金海弟兄. 

4.受浸班: 今天開始上課, 凡相信耶穌基督為救主, 尚未受洗的弟兄姐妺, 

請參加受浸班，預計 11/20 施洗。報名請和葉湘弟兄或曹昕姐妺聯係。 

5.週五晚查經聚會： 有 10 個介紹慕道友認識耶穌是唯一救主的題目。 

請大家一同來學習。 

    

  週五晚 (9/30 8:00pm)  週五晚聚會“耶穌是誰：和我們切身關係”分享 

    下主日 (10/2 9:30am)  每日讀經班“跟隨耶穌 9/25-10/1 (可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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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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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8/16 奉獻收入/開支  General Offering $177,023 /Expenses:$192,278 

九月奉獻 Sept. General Offering：$15,944 

2016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17,939/27,000                           已發送 Sent: $15,875 

2016 宣教  Mission Fund: $                                                      20,246/55,000                        已發送 Sent: $22,950 

2016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4,240/5,000                    已發送 Sent: $2,020 
 

   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ebccnj.org 聆聽信息 

                          Worship Program 
 
Call to Worship                                                              EM Group       
 
Singspiration        I Will Follow 

         I Surrender All 
         How Great is our God 
 

Prayer         
 
Message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Pastor Ken 
   
Love Feast  
 

 

（Scripture/信息經文：Acts 21:27-36/使徒行傳 21：27-36） 
 
  

Announcement 
 

1] New Deacon Nominees: Chinese Group: Yu Shan Zou, Sam 
Ye,  John Zhang; English Group: Gloria Wu, Jackson Wan;  
Please keep them in your prayer. If you find that they are not  
biblically fit for deacons (1 Timothy 3: 8-13), please submit  
comments with your name in writing by the end of October in  
the comments box. 
 

2] Sunday worship for children from 4 -12 years old will begin on  
October 2nd, at 10:30 am at basement. The worship will be led  
by EM's brothers and sisters.  For additional inquiry, please  
contact Stephanie Ho. 
 

3] Sunday Infant Care: EM’s Theresa Wan leads a team to care  
   and manage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 between 1 and 3 years. 

 
4] We have a new website: www.ebccem.com 
 
 
 



9/25/16-10/2/16 主日信息及禱告事項 
 

聖經信仰要理問答: 40）我們該禱告什麼?   

答: 神全部的話語指引我們該禱告什麼。 

經文：弗 3:14-21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都是從他 

得名）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 

來，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 

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 

測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 

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他在教會中， 

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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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 週二為教會及服事禱告: 為金弟兄和 Ken 牧師禱告，耶和華是他們的 

  力量和依靠、是使他們得能力的，也是以馬内利的全能主宰，願他們在 

  基督裏的侍奉完全，使人的生命被建造。為教會服事團隊禱告,  願他們 

  的信心剛強，時時仰望神，靠主的恩典有能力爭戰，並且在高處安穩； 

  因爲神是我們的盾牌和磐石，祂以力量束我們的腰，使我們腳下的地步 

  寬闊；一切的榮耀歸于神。為教會所需要新的牧者迫切禱告，願神在我 

  們中間興起人, 也興起長老，願意回應神的呼召, 全心奉獻，榮耀主名。 

9/28，29 週三週四為肢體禱告：1) 為林宗漢弟兄感謝主，儘管他的喉嚨 

  疼痛，通風又起，但這兩天他的白血球指數開始大幅上升，外來的血液 

  幹細胞已經工作了, 哈利路亞，榮耀歸神！ 2) 為石光瀛弟兄禱告, 他的 

 身體軟弱，頭暈血壓低，無法接受太多胃管進食.目前只石伯母一個人 

  照顧他, 身心靈疲憊, 求神加添力量;盼望他的家人一起尋求神的旨意。 

  3) 為楊良彪弟兄禱告, 求主完全地醫治他的疾病，恢復正常生活，使他 

  能活在光中, 心中有平安和盼望。4)為李軍母親繼續禱告, 求神保守她身 

  體的恢復，真實經歷神，讓伯母的心被恩感，願意接受福音。   

9/30，10/1 週五週六為受浸班禱告：新一季受浸班已開課，願主大大祝福 

  這些新蒙恩的弟兄姐妹，賜他們大的信心和渴慕主自己的心；也特別保 

  守老師們的服事，以真理的教導和屬天的智慧來帶領受浸的課程。 

10/2 主日為講臺和信息禱告：為金海弟兄禱告, 願神藉著聖靈在他讀經 

  尋求主面的時候更深地開啓他，滿有能力地的傳講神給他的信息。為 

  領詩的弟兄禱告,  願他在主的面前敬拜, 享受聖靈的同在, 引導會眾放下 

 一切思慮, 進入敬拜的實際, 真實地被更新，遇見主 。  

 
讀經進度:跟隨耶穌 9/24-10/1(上網)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 ***                              *** ***       ***  

每個週五晚 8：00 教會有聚會。二樓有兒童聚會,  三樓有 EM 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