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6/12/16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聖哉 聖哉                                                        林俊慧弟兄    

讀經 Scripture               弗 2：4-9 

詩歌 Singspiration        奇異恩典                                                         會眾 

             盡情的敬拜 

             我的救贖者活著        

獻詩 Choir            榮耀的十字架            天城詩班 

詩歌 Singspiration        榮耀的盼望 

                

信息 Message               榮耀的盼望                                   張路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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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8:00pm)  傳福音培訓課程（4）-李玉惠姊妹 

        下主日 (6/19 9:30am)  每日讀經班“跟隨耶穌 6/12-6/18 (可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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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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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5/16 奉獻收入/開支  General Offering $111,068 /Expenses:$119,421 

六月奉獻 June. General Offering：$7,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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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50.- 

    
本月執勤同工：姜學軍弟兄                             本主日招待: 端陽 大剛  李軍 

下月執勤同工：金 海弟兄                              下主日招待: EM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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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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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日信息: 6/19 中英文聯合聚會講員是 Ken 牧師, 6/25 講員是金海弟兄，

請大家為主日的講員和講臺信息代禱。 

3. 關懷小組聚會：Fort Lee 小組将于 6/18（周六）晚上 5:30 在教会团聚，

並且練習七月第一周要獻的詩歌。聚會形式每家一菜，敬请互相转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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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書 1:3-5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 

   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 

   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一、引言 

a) 一個全新的詞—活潑的盼望 （英文：Living Hope,中文“活”的盼望 ） 

b) 盼望是人活下去的動力 ，屬地的盼望是“死的盼望”  
 

二、屬地盼望的特點 
a) 會朽壞 （corruptible）-- 苦！  

b) 會玷污 （impure）-- 罪！  

c) 會衰殘 （Fade Away）-- 死！ 
  

三、活潑盼望的來源 

a) 父神的大憐憫 - 奇異恩典  

b) 基督的大救贖 - 死裡復活  

c) 聖靈的大作工 - 重生我們  
 

四、活潑盼望的特質 

a) 不朽壞、不玷污、不衰殘 

b) 因為父神的恩典，基督的拯救，聖靈的重生，解決了“苦、罪、死！”  

c) 天上的基業: 神的國度, 人被造的目的,末世顯現的救恩（完全的得贖）  
 

五、如何活出“活潑的盼望”？  
a) 人的方面—因著對神的信心  

b) 神的方面—因著聖靈的保守  
 

六、結語： 怎樣去見主的面？ 

 



6/12/16-6/19/16 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 
 

聖經信仰要理問答: 24）為什麼基督,救贖主, 必須死? 

答: 基督心甘情願的在我們的地位上死, 從罪的權勢和刑罰中拯救我們, 

歸回上帝。 

經文：西 1:21 -22 你們從前與神隔絕，因著惡行，心裡與他為敵。 

但如今他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都成了聖潔， 

沒有瑕疵，無可責備，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 

禱告: 主啊,  你知道父神的旨意, 來到世間拯救我們. 你是獨一的救贖主,  

為救我們, 在我們的地位上為我們死. 父啊, 因你兒子的緣故赦免我們.   

求你的聖靈看顧我們, 讓你管制我們的心. 我們這樣祈求是藉著你所喜 

悅的兒子——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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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週二為教會及服事禱告: 教會是基督的身体,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為教會牧者們禱告, 願父神賜下智慧、啓示的靈, 使他們認識主更深,明白 

  神的工作, 帶領教會走在神的心意里。為教會服事團隊禱告, 求神祝福他 

  們與神有好的, 堅固的關係, 忠心的依靠主來侍奉, 並且與眾聖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愛是何等長濶高深。為尋求新的執事禱告, 求神親自來呼召預備。 

6/15，16 週三週四為肢體禱告：1) 為林宗漢弟兄禱告, 求神用著他周圍的 

  人祝福弟兄,使他的腳傷得以痊愈，順利進入後面的療程；求神用這機會,  

  使福音得以傳給他們家人及朋友。2)為石光瀛弟兄禱告,求神釘痕的手扶 

  持安慰,使弟兄能專心仰賴主,不灰心;求主除去化療的副作用, 使弟兄有体 

  力。3) 為楊良彪弟兄禱告, 求主保守醫治, 釋放他脫離一切的憂慮,得著屬 

  天的平安。4）為賈振宇弟兄禱告, 求神保守他的眼睛, 賜給他合宜的工作。 

6/17 週五為嬰幼兒奉獻禮禱告：當父母願意把自己最寶貝的孩子獻給神的 

  時候，愛我們的天父是何等喜悅。求神祝福這次嬰幼兒的奉獻禮，大大 

  施恩在這些年幼孩子的生命中，使他們一生行在主的旨意中，成爲合神 

  心意，有見證的新一代；願神賜福給他們，使這些孩子也成爲神手中的 

  祝福；願他們個個都是基督國度未來的精兵，是射向仇敵城門的利箭。 

6/18 週六為詩班禱告：感謝主, 福音營獻詩的司琴已有最好的人選；求主 

  記念所有的詩歌, 加添力量給指揮和詩班成員，用敬拜主的心來練習。 

6/19 主日為講臺和信息禱告：為中英聯合聚會 Ken 牧師禱告, 求神祝福講 

  臺的信息, 聖靈的恩膏厚厚地澆灌弟兄, 使他有能有力地釋放屬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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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6/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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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