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6/5/16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鄭勇弟兄    

詩歌 Singspiration      敬拜萬世之王                                                      會眾 

   我的心 你要稱頌耶和華 

               我們呼求        

獻詩 Choir              耶和華的心          團契小組 

詩歌 Singspiration      哦，我要像你 

 

讀經 Scripture                羅 7:21-25；羅 7:14-20；   

信息 Message                羅馬書(9)– 天人交戰的兩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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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 8:00pm)  福音信息：奇妙的大愛 – 張路加弟兄 

        下主日 (6/12 9:30am)  每日讀經班“跟隨耶穌 6/5-6/11 (可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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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書班;  新約概論班；門徒訓練班  

  
 

1/1-5/31/16 奉獻收入/開支  General Offering $103,827 /Expenses:$112,643 

五月奉獻  May. General Offering：$2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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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宣教  Mission Fund: $                                                       13,481/55,000                      已發送 Sent: $13,365 

2016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2,240/5,000                     已發送 Sent: $1,434 

Burma WA Mission :  $700.- 

    
本月執勤同工：姜學軍弟兄                             本主日招待: 子務 樹範 溢惠 

下月執勤同工：金  海弟兄                            下主日招待: 端陽 大剛  李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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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聚會：本週五開始 6/10-12 張路加牧師將在我們教會有四堂的信息 

分享, 盼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在主面前一同蒙恩典。聚會的内容和安排 

如下：6/10 週五晚上 8:00： 奇妙的大愛（羅 5:6-8） 

                      6/11 週六下午 4:00： 曠野的呼聲（徒 8:26-40）(6:15-7:15 晚餐) 

                      晚堂 7:30：真實的信心（來 11:6；路 8:22-25）； 

                      6/12 主日證道 10:30： 榮耀的盼望（彼前 1:3-5）       

           特會邀請卡在大門口的書架上，請多多轉發並邀請朋友。特別是 6/10 

           週五晚 8：00 的信息“奇妙的大愛”是福音信息，請大家盡量邀請慕 

           道朋友來參加。 

2. 週五查經：八月底之前，週五晚的查經是請李玉惠姊妹用聖經教導個 

人傳福音訓練課程, 目前還剩七次課程，時間是： 6/17, 6/24, 7/8, 7/15, 

7/22, 8/5, 8/26. 盼大家抽時間, 一起來學習，為傳福音受裝備。 

3. 曹三强牧師緬甸佤邦宣教: 曹牧師在中国、東南亞為主傳福音並建立 

教會。如弟兄姊妹有感動願支持該事工。請將奉獻支票開給 EBCC 並 

请註明 "緬甸佤邦宣教" 或 Burma Wa Mission, 將統一代轉。 

4. 兒童奉獻禮：請決定“奉獻禮”的孩子父母發一張你們的闔家照片給 

周舒佳姐妹。報名截止日期是今天。 

5. 兒童聖經營：定於 8/8-12, 將由年青人帶領豐富有趣的活動,請大家及早 

邀請兒童們來參加這福音性的營會, 早報名者另有優惠。報名表在大門 

口的布告欄上，填寫后和報名費可交給吳慕嵐或周舒佳姊妹，聯絡人 

Stephanie Ho: sstephanie.120@gmail.com, 詳情 6/19 中英聚會將詳細報告。 

                                      
   主要經文: 羅馬書第七章 

 

      羅 7:21 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22 因 

      為按著我裡面的意思，我是喜歡神的律； 23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 

      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24 我真是苦 

      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25 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羅 7:14 我們原曉得律法是屬乎靈的，但我是屬乎肉體的，是已經賣給罪 

      了。15 因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做；我所恨 

      惡的，我倒去做。16 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願意的，我就應承律法是善 

      的。17 既是這樣，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做的。 18 我也知 

      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 

      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19 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 

      惡，我倒去做。 20 若我去做所不願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 

      裡頭的罪做的。 

 



6/5/16-6/12/16 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 
 

聖經信仰要理問答: 23）為什麼救贖主必須是真神? 

答: 因為在祂神性裡的順服和受苦才是完美和有果效的. 

經文：徒 2:24 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他復活，因為他原不能被 

死拘禁。 

禱告: 親愛的神,  我們祈求你憐憫恩待我們, 記念我們有一天都能聚集在 

基督的審判座前, 我們感謝你, 因著主耶穌的順服，他替我們受苦是完全 

和有果效的. 感謝你是我們的天父, 基督是我們有能力的救贖主, 阿們！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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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週二為教會及服事禱告:  主耶穌把教會建造在磐石上, 陰間的權柄不 

  能勝過他。為教會牧者們禱告, 願他們在神的恩典上站立得穏, 成為基督 

  的精兵, 脫離世俗的虛談, 按著正意分解神的話。為教會服事的團隊禱告,  

  求神記念執事團隊的辛勞, 天父在暗中察看, 必親自報答他們。為尋求新 

  的執事禱告, 求神親自呼召, 有好的名聲, 固守真道的人起來服事。 

6/8，9 週三週四為肢體禱告：1) 為林宗漢弟兄禱告,目前他已經順利完成 

  三次的化療, 求主繼續帶領他的全家在這處境中得屬靈的幫助. 願主保護 

  弟兄的腳,使後續的治療盡都順利。2)為石光瀛弟兄禱告, 他已開始化療， 

  求神賜他體力能夠承受每週一次的化療, 使一切不正常的細胞被除淨; 求 

  神保護弟兄氣切的傷口不受感染, 使他呼吸順暢; 願神 賜福石弟兄和他 

  家人心裏有平安,願神使弟兄體力恢復, 完全得醫治,為主作見證。3) 為楊 

  良彪弟兄及所有憂鬱的弟兄姐妺禱告, 求主安慰, 醫治, 釋放他們, 使他們 

  脫離一切的憂慮，靠信心活在主的恩典中，滿有平安。 4）為找工作的 

  肢體禱告，求主帶領, 為他們開工作之門, 使榮耀歸于神。5)為 Christina 

  的兒子及女兒 Josiah and Hope 禱告, 神造百物, 為供應我們的需要, 求天 

  父醫治這兩個孩子的皮膚, 除去過敏, 使他們可以快樂地成長。 

6/10 週五為今晚的福音聚會禱告：求主聖靈帶領慕道友, 預備他們的心來 

  領受福音這大好的消息；求主除去一切黑暗權勢的攪擾，使被擄的靈魂 

  得釋放；求神恩膏祝福講員，使信息能觸摸人心靈的深處，使有耳的都 

  可以聽見；願榮耀神的名被高舉，在祂的榮光中，人心悔改歸向神； 

6/11 週六為詩班禱告：福音營的獻詩需要大量時間的練習, 求主記念詩班 

  服事的心，加添能力給指揮和帶領的同工；為聯合詩班興起司琴同工。 

6/12 主日為講臺和信息禱告：為張路加弟兄禱告, 求神大大祝福弟兄的講 

  臺服事, 聖靈的恩膏厚厚地澆灌在弟兄裏面, 使他有能有力地釋放屬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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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11(上網)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 ***                              *** ***       ***  

每個週五晚 8：00 教會有傳福音課程。二樓有兒童聚會,  三樓 EM 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