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10/8/17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岑蔭培弟兄                                                                                            

詩歌 Singspiration         榮耀歸於至高神                          會眾              

經文 Scripture               詩 19: 1-3, 7-9, 12-14                                                                  

詩歌 Singspiration         這是天父世界        

經文 Scripture               賽: 40: 13-15, 賽 55:  8-9 羅: 11: 33-36 

詩歌 Singspiration         偉大的神 

禱告 Prayer          

獻詩 Choir                    主啊，我到祢面前                                    小組團契                

詩歌 Singspiration         信而順從                          會眾 

 

信息 Message                難道我們也瞎了眼嗎？-約翰福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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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 7:30pm)  Revival Meeting 更新特會 

      下主日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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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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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1/17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194,712/支 Expenses: $195,645 

10 月奉獻 Oct. General Offering: $4,814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13,824                  $13,875             $13,875 

宣教 Mission Fund:                 $22,945                  $32,000             $16,000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1,920                  $ 0                  $1,688 

      
本月執勤同工:姜學軍弟兄                          本主日招待:  辛學軍 劉乾 樹範 

下月執勤同工: 葉   湘弟兄                          下主日招待:  鉄橋 宗好 夏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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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特會：10/13/17 的周末，英文組有 Revival Meeting 更新特會，中文

組也將一起加入。時間是 10/13 週五和 10/14 周六晚 7:30pm，地點：教

會；盼望懂英文的弟兄姐妹和家裏有青少年以上年齡孩子的家庭踴躍

參加，一同尋求神，經歷更新的大能。 

2. 秋季受浸班：秋季受浸班已經開始上課, 11 月中旬受浸。感謝主，目

前已經有十幾位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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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禱告會：每週二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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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主的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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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主日講台：10/15 主日講員是遠東廣播宣教機構的黃嘉生牧師，10/22

主日講員金海弟兄，請大家為講員們和講臺的信息禱告。 

5. 新執事提名: 執事會通過林俊慧和李屏貞的提名,  請為他們禱告。若發

現有不合聖經對執事要求的行爲 (提前 3:8-13), 請以書面並具名方式在

11 月底前, 把您的意見投入意見箱。 

6. 社區服務：捐贈感恩節晚餐: 凡有心意捐贈 Instant Mashed Potato Flakes, 

Bagged Herb Stuffing Mix 及罐頭：Chicken or Turkey Broth (Boxed as well) 

Corn (whole, not creamed)，Cut String Beans，Cut Carrots，Cranberry Sauce 

(Jellied and Whole)，咖啡、茶、菠蘿汁、成人的厚襪子（新）給無家遊

民者，請於 11/14 前將物品放在進門處馬口鐵的容器內。 

 （主要經文: 約翰福音第 9 章） 

      一.  瞎子的肉眼得醫治 (v 1-13)  

 

二.  瞎眼得醫治之後的反應 (v 14-34) 

 

三. 幾種對耶穌的態度  

(一) 法利賽人控告 (v 16, 24)  

         (二) 瞎子的父母迴避 (v 20-22)  

             (三)  瞎子的見證 (v 11,17,25,33)  

 

四. 瞎子的靈眼開了 (v 35-38) 

 

五. 靈眼瞎的罪還在 (v 39-41) 

   

反思: 信主之後，我是否用新的眼光看我們周圍的人、事、物?     

 



10/9/17-10/15/17 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 

 
 

10/9，10 週一週二為教會禱告: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因著祢是生命的糧， 

  我們必得飽足；因著祢是真光，我們不再行在黑暗中；祢是好牧人，我 

  們在人生的任何環境，都能安穩，因祢的同在保守安慰我；祢賜我們復 

  活的新生命，有永恒的盼望；藉著主十字架的救恩，唯一的道路，我們 

  能夠與神和好，得以坦然來到父神面前，成爲神的兒女；如今我們這些 

  枝子可以連與祢這真葡萄樹，生命滿有佳美的果子；屬神的子民，感謝 

  讚美這完全的恩典，把感謝稱頌歸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們的主 

  基督！為天城教會的牧者們禱告: 主啊，願祢更新光照他們的生命，煉 

  淨祢的器皿合乎主用；願他們敬畏耶和華，祢就與他們親密，主活潑的 

  道啓示在他們裏面，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使羊群得著餵養。為執事 

  團隊禱告：求主的靈引導他們的侍奉，專心仰賴主，不單是爲主做工， 

  而是與主同行；求主祝福他們的生命，堅固他們手中的工，合神心意。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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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林宗漢弟兄禱告：感謝主，弟兄最近的血 

  液顯示病毒被控制住了,體力也在恢復；只是他的某些血像指數比較低， 

  求主繼續恩待保守他，使他的血液可以完全恢復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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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週四為十月的更新特會禱告：求神祝福 10/13 和 10/14 兩晚英文組 

  主辦的 Revival Meeting 更新特會, 神的靈大大運行，感動點燃更新我們 

  裏面的生命，願意全然委身，愛主更深，為主而活。求主保守英文組， 

  在準備期間的各項事宜合神心意並且順利。願神感動教會能聼英文的， 

  特別是有青少年的家庭，願意把這段時間分別為聖，歸給主使用。 

10/13 週五為受浸班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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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弟兄姐妹全心跟隨主耶穌基督。 

10/14 為美國禱告：在這末後的世代，不法的事情加增，天災人禍接踵 

  而至，求主提醒我們常常為我們所居住的國家禱告。因爲主說“ 這稱 

  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 

  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代下 7:14） 

10/15 主日為聚會和信息禱告:  為黃嘉生牧師禱告，求神的靈充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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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14(上網)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 *** ***           *** 

10/13 週五晚 7:30 教會大堂有英文組主辦的更新特會，二樓有兒童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