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罪、赎罪和救恩 

经文 创世纪 3:1~24 

1  耶和華上帝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上帝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喫園中所有樹

上的果子麼。 

2  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喫． 

3  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說、你們不可喫、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 

4  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 

5  因為上帝知道、你們喫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惡。 

6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喫了．又

給他丈夫、他丈夫也喫了。 

7  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纔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作裙子。 

8  天起了涼風、耶和華上帝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上帝的聲音、就藏在園裡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上

帝的面。 

9  耶和華上帝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那裡。 

10 他說、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我就害怕、因為我赤身露體．我便藏了。 

11 耶和華說、誰告訴你赤身露體呢、莫非你喫了我吩咐你不可喫的那樹上的果子麼。 

12 那人說、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喫了。 

13 耶和華上帝對女人說、你作的是甚麼事呢。女人說、那蛇引誘我、我就喫了。 

14 耶和華上帝對蛇說、你既作了這事、就必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喫土。 

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

跟。 

16 又對女人說、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戀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 

17 又對亞當說、你既聽從妻子的話、喫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喫的那樹上的果子、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

身勞苦、纔能從地裡得喫的。 

18 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喫田間的菜蔬。 

19 你必汗流滿面纔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 

21 耶和華上帝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給他們穿。 

22 耶和華上帝說、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惡．現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樹的果子喫、就永遠活著． 

23 耶和華上帝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所自出之土。 

24 於是把他趕出去了．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要把守生命樹的道路。 

 

大纲 

 困难：人与上帝的关系断绝 Problem: We are not born into a Relationship 

with God 

 答案：上帝給与解決的方法 The Solution: There is only one solution and 

our good God Provided it 

 结果：与上帝有持续愛的关系 The Outcome: A Lasting Relationship With 

Our Loving God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 世上万民都当颂扬, 

天使天军赞美主名,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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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02/07/2016 

(10:00am) 

序乐  司一琴 

宣召  领一会 

赞美敬拜 他能改变 会一众 

 你是何等荣美  

 有福的确据  

 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  

祷告  领一会 

读经 创世纪 3:1~24 会一众 

 

证道 罪、赎罪和救恩 李明哲长老 

 

回应及奉献 古旧十架 会一众 

圣餐  李长老/黄卫生 

三一颂  会一众 

祝福  李长老 

报告及欢迎  李长老 

殿乐  司一琴 
 
 

(聚会时间请把手机关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主日事奉人员 下主日事奉人员 

讲员: 李明哲长老 讲员: 黄俊文弟兄 
领会: 任铁耕 领会: 伍叔云 
司琴: 王建国 司琴: 王建国 
招待: 恩慈团契-II 招待: 良善团契 

 
 

代祷 

 本教会：为神预备合神心意的牧师祷告, 牧养教会和带领群羊属灵成长. 

 宣一教：为远方的宣教士和宣教工场祷告, 并提供经济需要和属灵的帮助. 

经常聚会 

 迎新: 欢迎您与我们一同敬拜神. 崇拜后请留步门厅, 好让我们的同工为您介紹本教会. 

盼望您也能成為我们这大家庭的一份子. 

 崇拜: 每主日- 成人在大堂(10am); 青少年(6 年级或以上) 在 1 教室(10am); K 至五年

级儿童崇拜在 9 教室(11:30am).     

 主日学: 每主日成人和青少年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10am). 

成人 

5 教室: 基督信仰 6 教室: 旧约概论-II 

大堂: 歸納法查經 

青少年 6-8 年级: 男生在 2 教室/女生在 7 教室 9 年级或以上在 1 教室  

儿童 0-2 岁在 4 教室 3-5 岁在 3 教室 K-2年级在 5教室 3-5 年级在 6 教室 

 祷告会: 每周二(8:00pm) 

 团契查经: 每周五(7:45pm); 每周二(9:30am)姐妹及长辈有敬拜诗歌查经, 下午长辈

英文班. 

团契 负责人 电话 

喜乐团契 唐国庆 732-343-7668 

和平团契 施   杰 978-263-7296 

仁爱团契 邱   敏 978-944-7166 

恩慈 I 团契 钱   毅 978-264-4413 

恩慈 II 团契 曹   勇 978-818-0356 

信实 I 团契 周   立 978-635-5341 

信实 II 团契 刘相海 978-394-6085 

良善团契 刘辛贵 978-263-1070 

青年团契 (LIGHT) Charis Gillman 925-999-5841 

儿童 (AWANA) 左国英/丁筱强 978-394-2562/978-930-4662 

姐妹和长辈团契 田红兵 978-844-7195 

报告 

1. 上主日崇拜: 成人 118; 青少年 25; 儿童 33. 

2. 上周奉献: 经常费$4,501(月累计$24,138);差传$350(月累计$785),支票请抬

头写: BMWBC). 

3. 本月主日讲员: 2/7李明哲长老, 2/14黄俊文弟兄, 2/21李明哲长老, 2/28

朱艳文弟兄. 求圣灵浇灌并膏讲员的口. 

4. 近年来经常參加周二祷告会的弟兄姊妹,因有多位迁居, 祷告会人数逐渐减少. 

希望众弟兄姐妹们,能撥冗參加. 时间: 8:00-9:30PM. 

5. 春季成人主日学共开设三门课程: 1-基督信仰; 2-歸納法查經; 3-旧约概论-II. 

6. 求神保守二月中旬的青少年冬令营准备工作和引领青少年认识神. 

7. 请儿童主日学，青少年老师及家长们踊跃参加 3月 5日特別的老師训练大会。

提前团体报名者、本教会愿意代付＄58之报名费。详情请

看 http://www.leadkids.info/ 

8. 为配合教会成立十週年、定于 5月 28日至 30日举行第一屆的灵命进深营、地

点：Franklin Pierce University.主題：培养属灵的家庭、苏文安牧师夫妇为

主題讲员、请大家保留这两天的时间、全家一起去灵修渡假. 

9. 大波士顿地区第 30 届恩爱夫妻营将于 3/18-3/20 日举行, 愿神借着营会, 祝福

并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家庭. 报名请与王倚宁姊妹联系. 

10. 庆祝教会成立十周年, 第二期《爱篇》杂志开始征文, 收集各类文章: 个人见证, 读

经心得, 灵命成长, 团契花絮, 传播福音, 事工报告. 请将你的投稿电邮给《爱篇》

主编同工芶燕妮姊妹(yannigou@gmail.com). 

http://www.leadkids.inf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