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3/19/17 (10:30am) 

  宣召                                                                                       EM Group    

  詩歌               有福的確据                                                   會眾                 

                         每當我瞻仰你        

            當轉眼仰望耶穌   

       无他,唯有耶稣宝血        

 禱告 

 要理問答        #8 在十誡中神所頒布的律法是什麼?           

 信息                神的話語铭记于心                               Michael S.弟兄 

 愛筵  (歡迎在愛心中一起享用) 

              報告及代禱事項 
1. 受浸聚會: 感謝主, 目前已有 10 多位新蒙恩弟兄姐妹報名受洗, 所以受

浸聚會將分兩次 (4/2, 4/9 ) 舉行,  願榮耀歸主。 

2. 與牧者約談: 有需要者可在週二, 三上午到教堂, 或 201-836-1771 預約。 

3. 中文學校服事：藉着中文學校有傳福音的平台，也為着孩子們學中

文，有負擔的弟兄姊妹請洽陳美蘭、田麗君。 

4. 英文組特別聚會：3/31 週五晚, 英文組的初中、高中生將參加 Wyckoff 

教會的青少年團契聯合聚會，去 Wyckoff 的車輛將會在 6：45 離開我們

教會，參加特別聚會的孩子家長們，請務必事先填妥 Permission Slip。 

5. VBS: 今年的暑期兒童聖經營時間訂在 8/7-8/11，4/2 主日下午 12:45 在

三樓有對這次 VBS 的介紹短會，請有孩童的家長們預留時間參與。 

6. 春季清潔：4/8 周六下午 1:00，全教會將組織一次對會堂的春季大掃除,

迎接復活節。歡迎大家都來參與，以實際行動愛護我們屬靈的家。 

7. 音樂見證聚會：4/7 週五晚 8：00，舒方弟兄將以音樂見證的形式傳達

“有一份愛為你在等待”的生命信息。盼大家邀請慕道親友參加。邀請

卡已經準備好，擺放在大門口書架上，請自取。 
    
週五晚 (3/24 8:00pm)  週五晚聚會：啓示基督是受膏復活的主 

下主日 (326 9:30am)  主日學：門訓班、創世記班、標杆人生班、受浸班 

                  每日靈修請參考“跟隨耶穌 3/19-3/25 (可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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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2/17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51,350/支 Expenses: $43,541 

3 月奉獻 Mar General Offering: $15,056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5,269                  $15,000              $0 

宣教 Mission Fund:                 $2,600                  $30,000              $1,200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1,920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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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essed Assurance 

         When I Look Into your holiness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   

Prayer         

Catechism                #8 What is the law of God stated in the Ten 

                                 Commandments？ 

Message                   God's Word and Memorization      Michael Shum  

Love Feast  

Scripture 信息經文： 2 Timothy提摩太后書 3:16-17 ; 

          Acts 使徒行傳 8:26-39 ;  Matthew 馬太福音 4:1-11 

 

1) The power of God's Word 神話語的大能 

2) Using Scripture in evangelism 用經文傳福音 

      3) The importance of memorization 背誦經文的重要性 

      4) Techniques and advice for memorization  背誦的技巧和建議 
 

  

Announcement 
 

1] Please come and join us 3/28 Tuesday at 8 PM on the 3rd floor  

for a joint prayer meeting. 
 

2] On Friday 3/31, we will be having a special event with Bergen 

Christian Testimony Church in Wyckoff. This is a youth event for 

middle school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 will be leaving 

EBCC at 6:45 PM to have a joint time of praise, prayer, Bible Study, 

and fellowship. Dinner will be provided. All participating students  

must submit a completed permission slip in order to attend. 
 

3] On Saturday 4/8, we will have a spring cleaning to fix up our  

facility especially to welcome many newcomers on Easter. We 

welcome people of all abilities so feel free to join us at 1 PM.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Pastor Ken. 
 

4] VBS will take place this year, August 7 - 11 and the first interest 

meeting will take place April 2 at 12:45 PM. 
 

http://www.ebccnj.org/


5] For further updates, please go to our website www.ebccem.com. 

 

3/19/17-3/26/17主日信息及禱告事項 

聖經信仰要理問答: 8）在十誡中神所頒布的律法是什麼?   

答: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

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

不可事奉他，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華

必不以他為無罪；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當孝敬父母，不可殺人。 

不可姦淫。 不可偷盜。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不可貪戀。 

經文：出 20:3, 申 5:7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3/20 週一為教會禱告: 為尋牧繼續禱告, 求神為我們預備最適合我們教會

的神忠心的僕人；為金弟兄和 Ken 牧師及執事們禱告, 求神使他們不但在

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也常在聖靈裏禱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

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求主賜下渴慕，尋求主面的心和愛主的熱情,

把他們帶到至聖所, 被聖靈光照, 被主更深得著;願主的愛充滿激勵他們走

十架道路, 彼此成為屬靈同伴, 互相代禱, 為教會警醒守望, 作神的精兵。 

3/21 週二為年青的一代禱告：為英文組禱告，願他們年青的生命, 願意獻

上成爲活祭，蒙主悅納。求主興起守望代禱者, 使他們不被世俗迷惑; 求

神祝福他們成為影响這個國家和世代的一群人。為中文組的青年團契禱

告，感謝神祝福了這群從國内來的年輕人, 讓他們來到美國遇見了耶穌,

得著了生命最寶貴的福音，求神繼續引導、帶領、賜福這些年輕的生命,

因著一同讀神的話, 團契相交, 彼此代禱、扶持,生命成長, 見證基督。 

3/22 週三為肢體禱告：1）為林宗漢弟兄繼續禱告, 他身上的一種病毒又

長了，現在所用的藥物可能會傷腎，求神保守、憐憫，從裏面更新宗漢

弟兄。2）為邵伯伯感謝神，醫院針對他的皮膚病所使用的葯，使病情 

得到了控制，不久可以出院，我們同心感謝讚美主的恩典和醫治。 

3/23 週四為新的受浸班禱告：我們爲著受浸班裏每一位有心尋求、渴慕

主的弟兄姐妹來仰望神，求主擄掠仇敵，敗壞撒旦一切的作爲，使一切

的重擔、捆綁都脫落。願更多生命可以連與活水的源頭，永不再渴。 

3/24 週五為福音, 宣教工作禱告：神啊，求聖靈的大能在全地做工，保守

恩膏你差遣到各地宣教的工人，祝福他們手中所做的工合神心意, 分別為

聖、全然歸主；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3/25 週六為國家執政掌權者禱告禱告: 求神賜美國人民有敬畏神的心,各 

人悔改，遠離自己的惡行，使這國可蒙耶和華所賜的福；為總統及內閣

禱告, 求主使他們清心, 正直, 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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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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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金海弟兄禱告, 求神恩膏開啓他, 釋放屬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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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ebcce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