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10/16/16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張茂昌弟兄                                             

經文 Scripture                    

詩歌 Singspiration              將心給我                                               會眾 

       主愛有多少 

       我相信 

禱告 Paryer          

獻詩 Choir                    

                                       

信息 Message                    羅馬書(17)– 順服權柄                金海弟兄 

詩歌 Sing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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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am         姐妺成長班     (李屏貞)                            230 - 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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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 8:00pm)   週五晚聚會“讚美與感恩”- 傅牧師 

        下主日 (10/23 9:30am)  每日讀經班“跟隨耶穌 10/16-10/22 (可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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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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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16 奉獻收入/開支  General Offering $193,056 /Expenses:$214,438  

十月奉獻 Oct. General Offering：$13,567 

2016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收入$19,389/開支 15,875    已發送 Sent: $15,875 

2016 宣教  Mission Fund: $                                                       22,646/55,000                                  已發送 Sent: $22,950 

2016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4,240/5,000                                  已發送 Sent: $2,120 

      
本月執勤同工：金    海弟兄                           本主日招待: 鉄橋 宗好 夏蓮 

下月執勤同工：錢大剛弟兄                           下主日招待: 青林 玉山 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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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特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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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堂信息的安排如下:  

1. 讚美與感恩 (週五晚 7:30-9:00)   

  2. 認罪 (週六 9:30-12:1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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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提供餐點, 請儘快向陳媽媽登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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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受浸班: 凡相信且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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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浸課程還剩六次，内容包括：介紹聖經、受浸意義、得救見證要點、 

禱告/禱讀、擘餅/分享、教會/預備受浸、受浸前信心確認。 

4. 主日兒童敬拜: 主日上午 10:30，教會 4 歲到 12 歲的兒童由 EM 年輕的 

弟兄姐妹帶領在地下室敬拜，負責同工 Stephanie Ho. 爲了確保敬拜的 

連續性，請家長 10：30 准時帶孩子到地下室簽到，參加敬拜。另外招 

待的弟兄姐妹，請提醒或協助帶孩子的家長儘早到地下室報到。 

5. 宣教特會：使者協會將在今年底主辦“破繭而出”的宣教會議，時間 

           是 12/27-31，海報已經張貼在大門口的布告欄裏，願報名參加者請洽 

           金海弟兄。      

6. 為政府掌權者禱告: 雖然世風日下, 我們仍然應該盡基督徒的責任為國 

家、百姓代禱。有投票權者請在總統、政府官員等的選舉政見上留意 

聖經原則。 

    
      (相關經文：羅馬書 13：1-7)       

 

             羅 13:1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 

     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2 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的必自取刑罰。3 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 

     怕。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嗎？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稱讚；4 因為 

     他是神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你若作惡，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 

     空的佩劍，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5 所以你們必 

     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良心。 6 你們納糧，也為這個 

     緣故；因他們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這事。 7 凡人所當得的，就給 

     他。當得糧的，給他納糧；當得稅的，給他上稅；當懼怕的，懼怕他； 

     當恭敬的，恭敬他。    

 

 

 



10/16/16-10/23/16 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 
 

聖經信仰要理問答: 43）什麼是聖禮或是教儀?  

答: 洗禮和聖餐. 

經文：羅 6:4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 

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  

路 22:19-20 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 

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飯後也照 

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 

禱告：耶穌,因為你的大愛, 受苦受死.  因此我們禱告能夠歡喜的每天背 

起十字架來跟隨你.  但願我們的受洗和主桌上的餅杯, 能幫助我們在你 

裡面活出新的生命, 阿們.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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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 週二為教會及服事禱告: 為金弟兄和 Ken 牧師禱告，願他們在這末後 

  彎曲邪惡的世代裏，時刻為教會警醒，守望代禱，用真理的教導牧養主 

  的群羊。為教會服事團隊禱告,  願我們敬畏神，尊榮祂；基督做我們的 

  生命，我們成爲這生命的説明；經歷十架的更新，靠主得能力，靈裏合 

  一, 愛裏同工地侍奉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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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20 週三週四為肢體禱告：1) 繼續為林宗漢弟兄禱告，求神保守每 

  一天安然度過，外來的血液幹細胞完全融入，為他身體效力。 2) 為石光 

  瀛弟兄禱告, 他的身體軟弱，求神加添力量, 賜石弟兄夫婦心裏有平安,在 

  主的裏面得力。3) 為楊良彪弟兄禱告, 求主醫治他的疾病，恢復正常生活， 

  使他心中有平安和盼望。 4）王鴿平姐妹的父親安息主懷，求神親自安慰 

  伯母和姐妹的心。5）最近很多弟兄姐妹回國探親，求主恩手帶領他們的 

  腳步，主的靈恩膏他們，把福音好消息傳到四方，腳蹤佳美，蒙神悅納。 

10/21，22 週五週六為 Fort Lee 地區禱告：2016 年 Fort Lee 地區搬來了好多 

  華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群還沒接觸過福音，我們切切地為那個地區禱 

  告，求主的靈大大地運行在那裏，使未得之民可以聽見福音，歸向真神。 

  求主祝福我們基督徒，因主說我們 “是光、是鹽”，願基督的生命在我 

  們裏面，叫人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10/23 主日為講臺和信息禱告：為金海弟兄禱告，願神恩待他，膏抹他， 

  得著屬天的亮光和能力來牧養主的羊，滿有能力地的傳講神的信息。為 

  領詩、司琴的弟兄姐妹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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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1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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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