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4/24/16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聖哉 聖哉                                                嚴少梅弟兄    

經文 Scripture                  以弗所書第 2 章 1-10,13 節 

詩歌 Singspiration         冠祂，万王之王                                                   會眾 

聖經信仰要理問答 17      什麼是偶像崇拜 ? （羅 1:21, 25）  

 

詩歌 Singspiration    主斷開一切鎖鏈                                               

禱告 Prayer                      

獻詩 Choir                       曾在世界漂流過                                                 詩班   

詩歌 Singspiration            奇異恩典 

 

信息 Message                  羅馬書(7)– 在亞當裡或在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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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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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8:00pm)  十架總論: 恢復神人關係 

        下主日 (5/1 9:30am)  每日讀經班“跟隨耶穌 4/24-4/30(可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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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書兩班;  門徒訓練班 ； 

  
1/1-4/17/16 奉獻收入/開支  General Offering $79,747 /Expenses:$ 73,514 

四月奉獻  Apr. General Offering：$15,137 

2016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4,884/27,000                           已發送 Sent: $0 

2016 宣教  Mission Fund: $                                                       9,186.-/55,000                         已發送 Sent: $12,475 

2016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1,240/5,000                     已發送 Sent: $621 

    
本月執勤同工：金  海弟兄                           本主日招待: 青林 中偉 五一 

下月執勤同工：錢大剛弟兄                     下主日招待: 子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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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查經：從五月開始到八月底，教會的週五晚查經請到李玉惠姊妹 

將帶領用聖經的教導學習個人傳福音的學習訓練, 十次課程：5/6, 5/13, 

6/3, 6/17, 6/24, 7/8, 7/22, 7/29, 8/12, 8/19. 盼望大家預留時間,一起來學習。 

2. 春季特會: 鼓勵參加 5/27-30 在賓州 East Stroudsburg University(離教會 

約 1 小時車程)有 《更多認識基督》/《討 神喜悅的信心》的家庭退 

修會, 有中/英文及兒童聚會. 請洽金海弟兄, 或自己上網報名： 

https://ctmnj.org/retreat/2016/index.php 

3. 紐約靈命進深會：今年國慶長假期間在長島 Hofstra University 將有爲 

基督徒靈命成長預備的聚會，時間是 7/1/16-7/4/16，詳細大會和信息 

預告貼在大門口的布告欄，盼大家都能在這樣的聚會中蒙造就。 

4. 主日信息： 5/1 講員是簡志敏弟兄，5/8 講員是金海弟兄 , 請為講臺 

信息和講員禱告。 

5. 同工會: 5/3 周二晚 8:00 有同工會,  將一起為教會事工(成人主日學,兒 

童敬拜, 尋牧,提名新執事進展及關懷服事…等)及關懷服事禱告, 請弟 

兄姊妹同來關心參與. 

6. 成人主日學同工會: 今天午餐後 1:15 在慕道班教室有檢討和策畫的交 

流會議, 請同工們同來參與。 

7. 音響系統：教會音響系統已經更新,  請家長不要讓孩童上講台玩弄, 請 

大家一起注意彼此守望, 培養愛惜公物的心。 

       
  經文: 羅馬書 5:12-21 

 

     (壹).  亞當犯罪的影響 (5:12-14)    

 

     (貳).  基督的恩賜勝過亞當的過犯 (5:15-19)   

              亞當・ 悖逆 ・ 過犯 ・ 定罪 ・ 死亡 ; 

              基督・ 順從 ・ 稱義 ・ 恩典 ・ 生命 

            (1) 順從 > 悖逆  (2) 稱義 > 過犯  (3) 恩典 > 定罪  (4) 生命 > 死亡   

 

     (參).  在主耶穌基督裡恩典作王得永生  (5:20-21)   

 

     (肆).  十架總論圖: 恢復神人關係 

     (一)人有神的形象和祝福   (二)根本的問題     (三)咒詛    

             (四) 耶穌基督的救恩     (伍) 恢復神兒女的祝福 

 

      反思和生活應用:   

      ♦ 在您的生命生活中，如何體驗耶穌基督是“大祭司”、“大先知”、  

       與“大君王”?   如何從「亞當裡」轉到「基督裡」? 



4/24/16-5/1/16 禱告事項及讀經進度 
 

聖經信仰要理問答: 17）什麼是偶像崇拜? 

答: 偶像崇拜是信任被造物, 而非創造者. 

經文：羅 1:21, 25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神，卻不當作神榮耀他，也不 

感謝他。他們的思念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了。他們將神的真實變 

為虛謊，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不敬奉那造物的主.  

禱告: 我們的神, 你是每一個看見你的心的光, 每一個愛你的人的生命, 每一 

個尋求你的心思的力量. 請將你自己傾入我們的心, 使我全人能充滿你的愛,  

以至於心中沒有偶像的地位.  我們慚愧而且厭煩為別的事物而活. 幫助我們,  

我們的神, 成為我們心中的喜樂. 教導我們事奉你, 單單的信靠你, 阿門.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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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週二為教會及服事禱告:  主耶穌把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 陰間的權柄 

  不能勝過他。為教會牧者們禱告, 祝福他們每天活在基督里, 不活在律法 

  里, 靠主領受神豐盛的自由。為教會的服事團隊禱告, 求主寶血遮蓋每一 

  家, 基督是他們的主, 使他們在教會的侍奉中, 同基督的心, 有一樣的看見。 

4/27，28 週三週四為肢體禱告：1) 求神醫治林宗漢弟兄弟兄目前通風的問 

  題，恢復他自身類固醇的分泌；求神使化療為他身體效力；感謝主，他 

  從姐姐身上尋得 100%匹配的骨髓供体；願神的旨意成就。2）為石光瀛 

  弟兄禱告，願神的憐憫和能力充滿弟兄的生命,求主除去弟兄身體的不適， 

  使進入他身體的營養液為他效力，願主的平安與石弟兄夫婦同在。3）為 

  楊良彪弟兄及所有憂慮的弟兄姐妺禱告, 求主除去一切的攪擾和不安, 釋 

  放他們脫離一切的捆綁,賜給他們渴慕神的心, 每天有動力,有喜樂地活在 

  神的面前。4）為找工作的弟兄姐妺禱告,求主賜他們安靜等候的心, 有能 

  力面對找工作的压力, 靠主, 有能力技巧的面對每一次的面試, 也求神給他 

  們屬天的眼光, 來看待找工作的經歷, 得著屬靈的祝福。 

4/29 週五為成人主日學禱告：成人主門學的目的為要裝備聖徒, 求神教導 

  我們下半年該開的課程, 老師的安排, 同工的學習, 求主使同工們在教導中 

  繼續成長, 使學生們也生發渴慕的心。我們一生最大的事就是認識神, 願 

  我們在神面前, 一同做學生, 一同在主里追求。 

4/30 週六為英文組禱告：感謝主, 教會的年青人不斷加增, 求神藉 Ken 牧師 

  的教導, 使年青人熱心愛主, 成為這世代的中流舐柱, 使主真理的旌旗可以 

  揚起來。 

5/1 主日為講臺和信息禱告: 為簡志敏弟兄禱告, 願他更深尋求神的引導, 求 

  神恩膏弟兄，願主智慧和啓示的靈澆灌他，使他得著能力釋放屬天的信 

  息。求神的靈帶領敬拜和聚會，使來到祂面前的都得著飽足、生命更新。 
 

讀經進度:跟隨耶穌 4/24-4/30(上網)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 ***                              *** ***       ***  

每個週五晚 8：00 教會有查經分享。二樓有兒童聚會,  三樓 EM 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