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得到認識  神的喜樂 
一. 我們是依 神的形像而造的，而且祂為我們的生命有一個美

好的計劃。 
二. 我們的罪使我們與聖潔和愛我們的 神分離。使我們不能知

道那美好的計劃。 
三. 神差祂的兒子，耶穌，把祂自己啟示給我們，為我們的罪而

死，為要賜給我們一個新的生命。 
四. 若我們承認自己的罪，願意悔改，也相信耶穌是 神的兒

子，我們所犯的罪就都可以被赦免，且能與 神重建美好的
關係，知道祂為我們生命所定的那美好的計劃。 

五. 神願我們公開地接受耶穌為我們的救主與生命的主,並接受浸
禮。 
      上週報告：二零一五年一月廿五日       

各聚會時間表 

周日上午   

    9:30 英文/粵語崇拜 

    9:30 國語主日學 

  10:50 國語崇拜 

  10:50 英文/粵語主日學   

周三(在教會) 

     晚上 7:30 - 8:45  禱告會 

每周/每月小組聚會 

     請洽執事會主席周千文弟兄 

     816-506-2913 

校區福音堂聚會 

   13:00       主日學 

   14:15       主日崇拜 
地址：5144 Oak St., KC,  MO 

密州大學學生團契   
堪大醫學院中文團契   
    週五晚 6:30 

     在Central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請洽錢牧師 913-237-0882）

www.eccmkc.org 
     （5144 Oak St., KC,  MO） 
 

    以 馬 內 利 華 人 浸 信 會 

   

 二零一五年二月一日           

  

   
 
 
       
           
         

 

     

 

 

                                            

 

 

 

 

 

 

 

 

  

              10101 England Drive 
                    Overland Park, KS 66212 

          電話 Phone: 913-599-4137 
          電郵 E-mail:   ecbc@ecbckc.org  

主日學  主日崇拜

Worship 

 奉    獻  

國語班 I 19 英文崇拜 75 主日崇拜  

國語班 II 11 粵語崇拜 39 宣道奉獻   

國語真理班 4 國語崇拜 119 聖經奉獻  

粵語班I 11 幼童節目 14 書籍奉獻  

粵語班II 10   建堂  

粵語真理班 5   複印  

英文成人班 16   其他  

英文大學生 6     

青少年7-8 
10     

青少年9-10 2     

青少年11-12 3     

兒 童 54     

老 師 37     

合 計 188 小    計 247   

校園堂 14 校園堂 26 合     計  

總合計 202 合 計 263 每週預算  

 



           網址 Website:  www.ecbckc.org 
 

2015 年 度 經 文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 
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彼前2:5) 

 

序樂/默禱   

宣召         主席 

唱詩                              教會根基      *會眾 

                      救贖的恩典_有一活泉 

   我們成為一家人 

會眾禱告                                                         會眾 

奉獻                           一切全獻上   會眾 

三一頌，主禱文  *會眾 

獻詩        從心合一                 陳師母 

讀經          腓立比書 2:1~4     會眾 

信息     使喜樂滿足的秘訣：合一      簡牧師 

詩歌          萬古磐石（1-2）                會眾 

主餐            簡牧師/執事們 

詩歌          萬古磐石（3-4）                會眾 

報告                                              校園堂/主席 

歡迎來賓    簡牧師 

團契歌 相聚在愛裡 *會眾 

祝福/默禱                                  簡牧師/會眾 

      (*請起立) 

            

        報 告 事 項 
 

1. 今天崇拜結束之後，請留步到樓下餐廳共享愛宴。 

2. 下星期日（2/8）下午一點鐘在中文堂召開公聽會。 

3. 鼓勵大家每年讀聖經一邊，請堅持每天讀三章。 

4. 新年通訊錄更新：如有必要， 請到辦公室或用電郵方式增添、更

新您的聯絡資訊或照片，今天是最後一次機會，計劃春節前後發

行。聯絡人：李二喜（Eric.Li@ecbckc.org）。 

5. 歡迎大家參加教會每週三晚 7:30 的禱告會和週日 9:00 的晨禱。

讓我們借著禱告復興我們教會。 

6. 三月一日有浸禮和傳福音訓練；三月 6~8 日使我們的春季奮興

會。請大家代禱，準備受浸的弟兄姊妹請向簡牧師報名。 

7. 2014 年奉獻收據已做好，崇拜結束之後請到財務室領取。根据有

關法律，我們只出具一年超過 250 美元的奉獻收據。 

8. 本週六早 7:30 和 9:00 在會議室（103 室）分別召開執事會和同工

會。 

9. 海報設計比賽:佈道委員會邀請會友為 3 月 1 日的四律傳福音訓練

和 3/6, 3/7 和 3/8 春季奮興會設計宣傳海報，如果有意參加, 請聯

繫陳哲明弟兄。提交設計的截止時間為 2 月 21 日, 獲取用的海報

設計者會得精美獎品一份, 以示鼓勵。 

10. 儿童部今天 12:30~1:30pm 在 123 房举行每月儿童同工培训。本次

培训内容为系统神学第一讲（圣经）和救赎性的管教。欢迎儿童

同工和父母们参加。崇拜后请直接到 123 房就餐。我们提供儿童

照顾。 

 

崇拜服侍團隊 

主席：唐延國            司琴：廖士凱 

領詩：唐延國，梁樵，吳愷庭，王瑞鵬 

招待：  宋逢源  羅美榮   張淑德  鄒陽           投影：王瑞鵬                                                                             

迎賓：農娟 Victor Waller 薛軍軍 林丹         音響：朱大鳴/陳錦華 

http://www.ecbckc.org/
mailto:Eric.Li@ecbck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