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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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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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洽錢牧師 913-237-0882）

www.eccmk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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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4 Oak St., KC,  MO） 
 

    以 馬 內 利 華 人 浸 信 會 

国  语  敬  拜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10101 England Drive 
                    Overland Park, KS 66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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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  主日崇拜

Worship 

 奉    獻  

國語班 I 10 

 
英文崇拜 75 主日崇拜  

國語班 II 13 粵語崇拜 27 宣道奉獻   

國語真理班 4 中文崇拜 95 聖經奉獻  

粵語班I&II 20 幼童節目 9 書籍奉獻  

    建堂  

粵語真理班 6   複印  

英文成人班 16   其他  

英文大學生 7   尼泊尔  

青少年7-8 6   已收到  

青少年9-12 3     

      

兒 童 44     

老 師 30     

合 計 159 小    計 206
 

  

校園堂 10 校園堂 16 合    計  

總合計 169 合 計 222 每週預算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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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會眾 

我要歌颂 我要赞美 

人们需要主 

會眾禱告                                                         會眾 

奉獻                           向主献呈   會眾 

三一頌，主禱文  * 會眾 

讀經        歌罗西书 1:24~29               會眾 

信息      保罗的事奉：受苦倒觉欢乐     簡牧師 

詩歌       事奉耶稣真是快乐           會眾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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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教会呼召钱志群牧师为校园堂半职牧师上周日会众投票结
果：169 票赞同，49 票反对，校园堂 21 票中有 2 票无效。
即 77.52%会员同意，依据教会宪章，此提案通过。当时本
堂有六位现场监督和唱票（郭渡、张淑德、周玮、邹阳、廖
秀英、宋逢源）校园堂有三位（陈翔、左鹏、蔡金文）。 

2. 高中生毕业庆祝会于今天下午 5 点在教会举行：餐饮招待在
123 房间；节目在英文堂。联系人:董翰容弟兄。 

3. 下周六 5 月 30 日将举行教会年度大扫除。请弟兄姐妹预留
时间，踊跃参加。 

4. 教会计划在 6 月 7 日有浸礼。如果你预备好受洗，请尽快与
简牧师联系。 

5. 基督工人中心青少年门徒培训营将于 6 月 7 日至 13 日举
行。参加者为 12 岁（包括夏天后进入 7 年级）至大学年龄
的信主青少年。严格报名截止日期为 5 月 27 日。请到
www.cwcnet.org 下载报名表格。如有任何问题，请与董翰
容弟兄联系。 

6. 儿童部现在举办暑期 60 天家庭读经计划，鼓励父母与孩子
每天一起学习圣经并讨论，帮助孩子从小培养读经祷告的好
习惯，一生受益无穷。两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参与。完成计
划的家庭将有惊喜奖品！有意参加的家庭请到教会办公室签
名并领取“这是真理”60 天读经计划！ 

7. 如您对我们教会在计划的宪章修改以及 8 月 16 日正常議事
會有何建議，請直接投入辦公室前的溝通箱或電郵給教會
（ecbc@ecbckc.org）。 

8. 感谢各位弟兄的辛劳，教會草坪护理已初见成效。愿意参与
者，仍可在辦公室門口簽名。聯絡 /培訓人：黃宏文
（Michael Huang）。 

9. 我们中文学校收集 Box Tops 标签为学校筹款，请帮助收集
所有有效的标签，在您方便时交给中文学校(办公室)。 

http://www.cwcnet.org/


 

 

 

崇拜帶領團隊  

主席:  游新盛  司琴: 張史美玲  

領詩:  吴恺庭,  胡潔娟 

招待:  宋逢源  罗美荣 

迎賓：  Dennis Murray  LeAnn Murray 

投影： 王瑞鹏                 音響：朱大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