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詩歌 Singspiration
經文 Scripture
詩歌 Singspiration
禱告 Prayer
獻詩 Choir
詩歌 Singspiration
信息 Message

父阿，久在創世之前
何能如此—如我也能
彼得前書 1:2-25
祂隱藏我魂

4/23/17 (10:30am)
嚴少梅弟兄
會眾

天上的敬拜
我是個罪人蒙主恩
約翰福音(7)– 重生

關懷小組
金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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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30pm 詩班
8:00-10:00pm 禱告會
10:00am
姐妺成長班
10:00am
禱告查經會
8:00-10:00pm 查經,分享
8:00-9:30am 晨禱

(教堂)
836–1771
(李冠芬)
313 - 7228
(教堂)
836 - 1771
(楊曉榮)
816 - 8701
(楊曉榮)
816 - 8701
(教堂)
836 - 1771
(每月第一，三週於教堂) 836 - 1771

週五晚 (4/28 8:00pm) 週五晚 耶穌訓練門徒-向門徒講論基督要再來的事
下主日 (4/30 9:30am) 主日學：門訓班、創世記班、標杆人生班，
每日靈修請參考“跟隨耶穌 4/23-4/29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1/1-4/16/17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81,867/支 Expenses: $65,726
4 月奉獻 Apr General Offering: $17,248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5,669
$15,000
$0
宣教 Mission Fund:
$2,800
$30,000
$8,000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1,920
$450
本月執勤同工：張子務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葉 湘弟兄

本主日招待: 鉄橋 宗好 夏蓮
下主日招待: 亞軍 黎明 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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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會: 每週二晚 8：00 教會有禱告會，我們一起敬拜神，為教會的各樣
事工和肢體的需要禱告，尋求主的面；同時也經歷神的信實和祂大能的
作爲。為神的國、為教會守望禱告是服事，是主對屬祂“君尊的祭司”
的要求；在此邀請大家在這樣的事奉上同心參與。4/25 本周二是中英聯
合禱告會，地點在教會三樓。
2. 主日信息講員：4/30 下個主日的講員是錢大剛弟兄；5/7 講員是金海弟
兄；請為主日講臺信息和講員禱告。
3. 兒童主日敬拜：教會樓下 Starlight 敬拜，需要家長陪同孩子到樓下簽到.
若是晚于 10：35，請家長帶孩童一起安靜在大堂參加敬拜, 11:00 送孩子
囘教室。這段時間請不要留下兒童單獨在二樓教室裏。
4. 賓州五月春季特會: 5/26-29 週五至週一（ 國殤日長週末）在賓州 East
Stroudsburg University (離教會約 1 小時車程)有伊城教會 ICA/摩利斯郡教
會 CTM 主辦的家庭退修會，主題：教會的事奉/變成祂的榮形, 有中/英
文及兒童聚會，鼓勵全家參加。預告在門口布告欄，報名洽金海弟兄或
自己上網： https://ctmnj.org/retreat/2017/index.php
5. 紐約靈命進深會：為基督徒追求屬靈生命與事奉上更深的學習與長進。
今年的聚會時間是 7/1-7/4 國慶長周末，新地點在“新澤西學院”。主
題：基督徒生命的豐盛/認識基督的神性，活出應有的生活。主題講員：
黃子嘉/George Murray。具體預告張貼在大門口的布告欄上，網上報名四
月間開通，敬請留意：www.nysummerconference.org
6. VBS: 今年的暑期兒童聖經營時間訂在 8/7-8/11，請有孩童的家長為孩子
們預留時間，並請邀請周圍的孩子們參加。報名請洽 Stephanie Ho.
(主要經文: 約 3:1-18 )
一. 什麼是「重生」? (約 3: 1- 6, 結 36:25-28)
二. 為什麼須要「重生」? (約 1: 13, 羅 14:17 )
♦ 重生 (得救) 要點:
1． 重生與肉生完全不同;
是聖靈主動的工作, 超自然的將我們與基督連接, 賜給我們新的屬靈生命;
2． 重生是個起點，也是一條道路 ;
完全的救恩包括三個部分: (1) 靈得救 (過去)
(2) 魂得救 (現在)
(3) 體得救 (將來)
3．人的責任是藉著信心得著新的屬靈生命,人若沒有重生,結局就是滅亡;
三. 怎麼樣才能「重生」 (約 3: 8-15, 加 3:3, 羅 5:12)
四. 神提供的救法與不接受的結果 (約 3: 16-18)
反思: 您有「重生」的把握嗎? (林前 12:3, 羅 8:9, 15-16)

4/23/17-4/30/17 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
4/24 週一為教會禱告: 基督是教會的頭，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求神煉淨教
會, 是金登臺, 有光發現, 成爲見證；求神保守屬主的兒女, 存敬畏的心，
把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分別為聖，成爲神聖潔的居所。繼續為尋牧禱告,
願神差遣祂忠心的僕人來到我們中間, 願主的旨意成就。為金海弟兄和
Ken 牧師禱告, 求神祝福他們心裏清潔, 滿有聖靈, 與神親密, 有屬天的
開啓和看見，把主的心意宣講出來, 帶領牧羊主的羊群；為執事團隊禱
告: 求神賜他們豐盛的生命，滿有聖靈的果子；求神保守他們的服事，
有智慧有能力，靠著加給他們力量的主, 歡喜快樂地事奉主。主啊, 求
祢復興自己的教會，興起禱告大軍, 為祢榮耀的國度、為靈魂、為國家、
為教會和肢體, 警醒守望, 不懈怠, 不退縮。
4/25 週二為年青的一代禱告：求主為年青的一代造清潔的心，使他們裏
面重新有正直的靈；願他們的生命建立在基督這磐石上, 世俗的虛幻不
能迷惑搖動他們的心; 求神施恩, 保守他們不遇見試探，救他們脫離兇
惡；願神祝福他們年輕的生命, 真實地與主連接, 持守真理, 成爲聖潔，
合乎主用。他們是勇士手中的利箭，要得著仇敵城門的屬神精兵。
4/26 週三為肢體禱告：為林宗漢弟兄繼續禱告，感謝主又一次托住
弟兄的身體, 求神保守宗漢在這段分別為聖的日子裏, 更深與主相交, 完
全的依靠仰望，看神的工作，等候祂的時間，從裏面得以全然更新。
4/27，28 週四、五為親子教育課程禱告：新一期的親子教育課程即將開
辦，求主預備報名的家長們，有一個虛心受教的心，來學習以聖經的
方法教養孩童，做合神心意的父母，忠心看顧、養育神所賜的產業；
為講員禱告，求神的靈引導她，以屬天的智慧和愛來教導這樣的課程，
讓神對家庭和父母的心意可以闡明；求神祝福所有願意尋求的家庭，
保守每一家在聖經教導的理念裏養育我們的下一代，做敬虔的父母，
把我們的下一代從小就恭敬地帶到造他們主的面前。
4/29 週六為國家執政掌權者禱告禱告: 求神賜美國人民敬畏神的心, 各人
悔改，遠離自己的惡行，使這國可蒙耶和華賜福保守；為總統及內閣
禱告, 求主使他們清心, 正直, 領受從上頭來的智慧、才幹來引導美國；
求主在這地作洁淨的工作, 復興教會, 興起發光，靠主站立，成爲見證。
4/30 日為講臺和信息禱告: 求神潔淨我們所站立之地成為聖地;求神光照，
使我們省察自己，在主面前悔改，蒙赦免；求聖靈引導敬拜, 使人心被
恩感, 每一位都遇見神；為錢大剛弟兄禱告, 求神恩膏他, 釋放屬天信息。

讀經進度:跟隨耶穌 4/23-4/29(上網)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

***

***

***

***

每個週五晚 8：00 教會有查經聚會。二樓有兒童聚會, 三樓 EM 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