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及信息大綱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詩歌 Singspiration

4/17/16 (10:30am)
金海弟兄
會眾

榮耀歸於我主
榮耀之釋放

禱告 Prayer
聖經信仰要理問答 16

什麽是罪？（約壹 3:4 ）

獻詩 Choir
經文 Scripture

這是一條十架道路
羅 5:20; 6:1-14

信息 Message

律法下？還是恩典下？

關懷小組

劉志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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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日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禮拜六

9:30am
成人主日學 (教堂)
836–1771
1:00-2:30pm 詩班
(李冠芬)
313 - 7228
8:00-10:00pm 禱告會
(教堂)
836 - 1771
10:00am
姐妺成長班 (李屏貞)
230 - 4966
10:00am
禱告查經會 (楊曉榮)
816 - 8701
8:00-10:00pm 查經,分享
(教堂)
836 - 1771
8:00-9:30am 晨禱
(每月第一，三週於教堂) 836 - 1771

週五晚 (4/22 8:00pm) 磐石之上：在基督裏的安睡、在永恒裏地榮耀
下主日 (4/24 9:30am) 每日讀經班“跟隨耶穌 4/17-4/23(可上網)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福音書兩班; 門徒訓練班 ；

1. 春季特會: 鼓勵參加 5/27-30 在賓州 East Stroudsburg University(離教會
約 1 小時車程)有 《更多認識基督》/《討 神喜悅的信心》的家庭退
修會, 有中/英文及兒童聚會. 請洽金海弟兄, 或自己上網報名：
https://ctmnj.org/retreat/2016/index.php
2. 宣教課程: 5/6-7, 20-21 (週五, 六白天)在紐約 Tappan 磐石教會(離教會
約 40 分鐘車程)有“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 為鼓勵弟兄姊妹受裝
備,教會將補助 50%課程費用, 大家只要付$62.5 支票給 EBCC (含午餐、
課本),報名請洽金海弟兄以便統計人數, 由教會開具支票給主辦機構。
3. 主日信息： 4/24 講員是金海弟兄，5/1 講員是簡志敏弟兄，請為講臺
信息和講員禱告。
4. 幼兒父母座談: 今天午餐後將有如何按照聖經教養幼兒的教導, 期盼幼
兒父母們一起參加, 請洽曉榮姊妹。
5. 成人主日學同工會: 4/24 午餐後 1:15 在慕道班教室有檢討和策畫的交
流會議, 請同工們同來參與。
6. 為美國禱告: 感謝主, 葛培理的兒子 Franklin Graham, 願為美國的復興出
來禱告, 求主在各州賜下專心愛主的禱告大軍。他四月份禱告大會的行
程是 26 日在德州; 27 日在奧克拉荷馬州 及 28 日在 Kansas 州;。求主賜
下禱告的靈, 焚燒的靈 , 洁淨這些州, 復興他們, 誠實歸向神。有心關注
Franklin ,可以上網 https://decisionamericatour.com/ 。為大法官的提名及下
任總統選舉禱告, 為美國的政治被政客金錢控制認罪, 求主赦免, 醫治美
國背道的病, 讓我們回到神的面前, 仰望主, 求主賜下合神心意的總統。
7. 週五查經：從五月開始到八月底，教會的週五晚查經請到李玉惠姊妹
將帶領用聖經的教導學習個人傳福音的學習訓練, 十次課程：5/6, 5/13,
6/3, 6/17, 6/24, 7/8, 7/22, 7/29, 8/12, 8/19. 盼望大家預留時間,一起來學習。
8. 音響系統：教會音響系統已經更新, 請家長不要讓孩童上講台玩弄, 請
大家一起注意彼此守望, 培養愛惜公物的心。
經文: 羅馬書 6：11-14

1/1-4/10/16 奉獻收入/開支 General Offering $76,314 /Expenses:$ 70,589
四月奉獻 Apr. General Offering：$11,704
2016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4,884/27,000
已發送Sent: $0
2016 宣教 Mission Fund: $ 9,186.-/55,000
已發送Sent: $12,475
2016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1,240/5,000
已發送Sent: $621
本月執勤同工：金 海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錢大剛弟兄

本主日招待: 玉山 亞軍 鐵橋
下主日招待: 青林 中偉 五一

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ebccnj.org 聆聽信息

羅馬書
6:11 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向神在基督耶穌裏，
卻當看自己是活的。
12 所以不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慾。
13 也不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不義的器具，倒要像從死裏復活
的人，將自己獻給神，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神。
14 罪必不能作你們的主，因你們不在律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4/17/16-4/24/16 禱告事項及讀經進度
聖經信仰要理問答: 16）什麼是罪?
答: 罪是在神所創造的世界中拒絕祂或忽視祂, 沒有照祂律法中的要求
行事為人。
經文：約壹 3:4 凡犯罪的，就是違背律法；違背律法就是罪。
禱告: 主啊, 我們在心思意念, 言語行為上都犯了罪，我們的心被惡者弄
昏暗了；主啊, 在你的愛中赦免我們,不要離棄我們；主啊, 救我們脫離
試探,幫助我們謙卑仁愛和順服；主啊, 教導我們全心愛你. 阿門.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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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週二為教會及服事禱告: 主耶穌把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 陰間的權柄
不能勝過他。為教會牧者們禱告, 求神讓他們歡歡喜喜地站在神的恩典
中 , 以神為樂, 願聖靈將神的愛大大地澆灌在他們心中，以神完全的愛
來牧養群羊。為教會的服事團隊禱告, 求神賜謹守、警醒的心和禱告的
靈在他們中間，為神的家守望，靠著神的大能大力來侍奉主。
4/20，21 週三週四為肢體禱告：[耶和華有恩惠, 有公義, 我們的神以憐憫
為懷。] 1) 為林宗漢弟兄禱告, 求神以祂的大能醫治恢復弟兄的造血功能,
願神在這件事上顯出完全的榮耀，願神的旨意成就。2）為石光瀛弟兄禱
告，願神的憐憫和能力充滿弟兄的生命,求主除去弟兄身體的不適，願主
的平安與石弟兄夫婦同在。3）為楊良彪弟兄憂鬱的問題禱告, 求主除去
一切的攪擾和不安, 釋放弟兄脫去一切的捆綁,賜給他好的睡眠, 每天有動
力,有喜樂地活在神的面前。4) 為找工作的弟兄姐妺禱告,求主賜他們安靜
的心, 面對找工作的压力, 靠主, 有能力技巧的面對每一次的面試, 也求神
給他們屬天的眼光, 來看待找工作的經歷, 得著屬靈的祝福。
4/22 週五為嬰兒奉獻禮禱告: 上主日有許多家庭, 願意參加嬰幼兒奉獻禮,
求主賜給這些父母們尊主為大的心志, 能照神的心意養育孩子, 因爲孩子
是神國未來的產業, 求主塑造這些孩子,成爲基督未來的精兵, 榮耀主名。
4/23 週六為成人主日學禱告, 為下半年的課程安排, 同工的學習, 求主的靈
親自掌管, 使同工們在事奉中長大成熟, 使來到主面前願意領受的，都得
益處。願弟兄姐妺都有心志, 願意更多認識神, 以至在主日學的服事中,
我們一同作基督的門徒、學生，一同在主里追求，分享，蒙建造。
4/24 主日為講臺和信息禱告: 為金海弟兄禱告, 願他更深尋求神的引導, 求
神恩膏弟兄，願主智慧和啓示的靈澆灌他，使他得著能力釋放屬天的信
息。求神的靈帶領敬拜和聚會，使來到祂面前的都得著飽足、生命更新。
讀經進度:跟隨耶穌 4/17-4/23(上網)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親愛的主, 今天透過經文向我說….
關於神：
關於我：
禱告：聆聽了親愛救主的聲音, 我要對祂說….對不起…….. 謝謝….
週五晚分享 “磐石之上”, 二樓有兒童聚會, 三樓 EM 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