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9/24/17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嚴少梅弟兄                                                                                            

經文 Scripture              弗 1:15-23                                                       會眾 

詩歌 Singspiration        耶穌我主榮耀王     

             耶穌奇妙的救恩 

禱告 Prayer          

獻詩 Choir                   標杆人生                                                 姐妹團契   

詩歌 Singspiration        我們不會疲倦               會眾 

 

信息 Message              如何認識耶穌？ -約翰福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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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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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am         姐妺成長班     (楊曉榮)                            816 - 8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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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 8:00pm)  李玉惠姐妹在我們中間帶領查經分享 

      下主日 (10/1 9:30am)  主日學: 門訓班，創世紀班，標竿人生班 

                                         每日靈修請參考“跟隨耶穌 9/2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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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7/17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184,978/支 Expenses: $177,324 

9 月奉獻 Sept. General Offering: $17,209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13,424                  $15,000             $0 

宣教 Mission Fund:                 $22,945                  $30,000             $16,000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1,920                  $ 0                  $1,392 

      
本月執勤同工:張子務弟兄                           本主日招待: 子務 黎明 麗華   

下月執勤同工: 姜學軍弟兄                            下主日招待: 子務 樹範 劉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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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二晚上 8:00 教會有中英聯合禱告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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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著世局的動

蕩、頻繁的自然災害、宣教士們面臨的逼迫向主呼求；同時也經歷神

的信實和祂大能的作爲。在此邀請大家在這樣的事奉上同心參與，經

歷恩典。 

2. 主日講台：10/1 主日講員是金海弟兄，10/8 主日講員是錢大剛弟兄，

請大家為講員們和講臺的信息禱告。 

3. 執事會: 10/1 下主日午餐後 1:30 pm 教會有執事會，若您對教會有什麽

建議，請洽當月執事姜學軍弟兄或其他執事。 

4. 秋季受浸班：秋季受浸班今天開始上課, 11 月中旬受浸。感謝主，目

前已經有十位左右報名。在受浸班的課程是從福音的角度来學習基要

真理。如還有預備受浸的慕道朋友或渴慕接受福音装備的弟兄姊妹想

加入，請儘快向葉湘弟兄報名。 

5. 與青少年父母懇談: 今天午餐後 1:00pm, Ken 牧師及英文組同工們邀請

初中生的父母到三樓懇談, 請父親們一起關心孩子們屬靈的光景, 請洽

吳慕嵐姊妹.  

6. 聚會準時：主日清晨來到神的殿中是朝見全地的主宰，万有的創造

者，我們的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求神幫助我們，是身心靈都

預備好的，存著敬畏、愛戴、安靜的心，衣著整潔，準時來到神的寶

座前敬拜尊崇祂。盼望父母親教養兒女能給他們敬虔的榜樣。 

 （主要經文: 約翰福音第七章） 
 

一.以為耶穌要憑工作顯揚名聲 (v 1-10)    

    知道神的旨意固然重要，然而怎麼作和什麼時機作也是同樣的重要 ;   

 

 二. 認識耶穌是從立志遵行神的教訓而來 (v 11-18) 

     我們聽道、對人的判斷到底是在外面的能力還是內容的準確?  

     要明白神的帶領需要「立志遵著神的旨意行」(v 17, 诗 25: 12-14)  

 

  三. 不認識摩西律法的真意無法認識耶穌 (v 19-24)    

  四. 從神十字架的旨意裡去認識耶穌 (v 25-36)       

  五. 從經歷聖靈去認識耶穌 (v 37-39, 6:35, 4:14)    

  六. 眾說紛紜的耶穌 (v 40-53) 

 

    要從什麼角度來認識耶穌? 

(1)   從耶穌自己的宣告、以及先知和使徒們的見證(聖經); 

(2)   從十字架特殊啟示的救恩和對聖靈的經歷  
 



9/24/17-10/1/17 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 

 
 

9/25 週一為教會禱告: 親愛的主，祢離開的時候對門徒說:你們要去，使 

  万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 

  的，都教訓他們遵守。保儸離世前囑咐提摩太:務要傳道。今天這同樣 

  的呼召臨到屬神的子民，求主的靈激勵我們愛主更深，願意回應祢的 

  呼召，成爲福音的使者；求賜我們愛靈魂的心，不再冷漠退縮，不再 

  畏懼膽怯，願我們都是裝備好的基督精兵，為主搶救靈魂。為神在天 

  城教會設立的牧者們禱告: 求主在真理的活道上持續地更新建造他們、 

  生命成熟，滿有見證；求主的靈開啓他們，常有從神而來新鮮的領受， 

  使講臺信息豐富活潑，成爲群羊的供應。 

9/26 週二為宣教禱告：為羅天祐弟兄 9/26-10/26 在外的宣教服事禱告， 

  求神帶領他，滿有聖靈同在的恩典、智慧和能力，把福音帶給他所遇 

  見的人們；願神賜他夠用的體力，保守弟兄出入的平安。 

9/27 週三為肢體禱告: 主說「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 

  的软弱上顯得完全。」 1）繼續為林宗漢弟兄禱告，這段休養的日子, 

  要成爲弟兄生命的祝福。2）為所有在軟弱中的肢體禱告，願主親自扶 

  持他們，每一天蒙主安慰，靠主得勝；3）為工作忙碌的肢體禱告，求 

  主加添他們力量，更深的依靠，與主親近，得享安息，勝過壓力和疲 

  憊，如鷹展翅，過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喜樂面對每一天的服事和工作。 

9/28 週四為受浸班禱告: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為已 

  經報名受浸的十幾位肢體禱告，求神堅固、帶領他們進入真理，看見 

  罪的可怕，得著基督，成爲生命的至寶。求神引領慕道友，除去一切 

  的攔阻，使他們就近生命之光；求主賜同工們智慧能力，將神的真理 

  說得明白，幫助新決志的弟兄姐妹，全心跟隨主耶穌基督。 

9/29 週五為天恩團契禱告：陳媽媽囘臺灣，預計要停留一段日子，求神 

  為天恩團契預備，興起新的接替事奉的同工；願神恩待每一次的聚會， 

  感動適齡的弟兄姐妹進入團契參與事奉，使服事和被服事的一同蒙恩。 

9/30 週六為天城中文學校禱告：中文學校已經開學，求神的靈與中文學 

  校同在, 祝福這項社區事工，吸引更多孩童及慕道友家長來到神的家中，  

  認識主；求 神祝福學生們有願意學中文的心，讓他們長大後，可以用 

  所學的中文配合主在地上的工作，為主得人得地。 

10/1 主日為聚會和信息禱告:  為金海弟兄禱告，求神的靈充滿他，願神 

  的話藉著講臺完全地釋放出來，使每一位都能用心領受，讓真理的教 

  導成為我們生命的實際 。求神賜下飢渴慕義的心，使講的和聽的同感 

  一靈, 在活潑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求神保守聚會不見一人, 只見耶穌。 

 
讀經進度:跟隨耶穌 9/24-9/30(上網)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 *** ***           *** 

每週五晚 8：00 教會有查經聚會，二樓有兒童聚會，三樓 EM 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