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1/22/17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岑蔭培弟兄                                             

詩歌 Singspiration            榮耀歸與至高神                                                  會眾                                        

               這是天父世界 

經文 Scripture                  詩 篇 19                                     

詩歌 Singspiration            從我活你出自已 

禱告 Prayer  

獻詩 Choir                       在呼召我之處            小組團契 

 

信息 Message                  標竿人生-我究竟為何(誰)而活？            錢大剛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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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8:00pm)   週五晚查經：以比喻教導門徒天國的奧秘 

        下主日 (2/5 9:30am)  成人主日學：門徒班、舊約班、標杆人生班、 

                                    “跟隨耶穌 1/29-2/4 (可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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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2/17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20,036/支 Expenses: $3,865 

1 月奉獻 Jan General Offering: $20,036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5,269                  $15,000              $0 

宣教 Mission Fund:                 $200                                          $0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1,820                                   $0 

      
本月執勤同工：金    海弟兄                       本主日招待: 亞軍 維定 姜毅 

下月執勤同工：錢大剛弟兄                        下主日招待: 子務 樹範 劉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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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受浸班：天城教会 2017 年春季受浸班将于 2 月 5 日开始上课，预计

4 月初受浸。在 9 个星期受浸班的课程中，我们将从福音的角度来探索

许多全新的老问题。从神到人，从生命到死亡，从世界到教会，及教会

文化，教会礼义，一系列受浸装备及福音装备。求圣灵打开我们属灵的

眼睛，看见耶稣是主。欢迎預備受浸的弟兄姐妹或慕道朋友及渴慕受福

音装备的弟兄姐妹向陳瑾姐妹报名参与。 

2. 執事會：1/29 今天下午有執事會，若您對教會有任何的建議，請儘快向

執事弟兄們或金海弟兄提出來。 

3. 週五晚聚會: 2/3 週五晚查經主題是“比喻教導門徒天國的奧秘”經文涵

蓋：太 13：1-53；可 4：1-34；路 8：4-18；歡迎您加入週五查經團契。

具體做法是每週五晚由一位弟兄或姊妹依照當時進度自選一段主題作為 

40 分鐘的分享, 分享後仍分小組討論和禱告, 加深肢體之間的生活關懷和

生命成長關係。 

4. 孩童教養輔導課程: 教會請到了主内專業的孩童教養輔導老師來為有需

要的家庭開課，整個課程分 8 次授課，預計二月份開始，採取小組輔導

形式，每期僅收 6-8 位，望有需要的家庭向楊曉榮姐妹報名(目前已有 10 

多位). 每位$70 (報名費$50+$20 書本)。簡介貼在圖書館布告欄. 

5. 英文組冬令退修會: 今年 2/17-19 利用學校冬假，EM 有三天兩夜的聚會,

請出席孩子的家長一定填寫“EBCC Waiver Form”（表格在大門口布告

欄和三樓都有），填寫后請直接和營會報名費一同交給慕嵐或 EM 同

工。報名費每位$190, 包括三天兩夜的食宿費用，盼家長鼓勵孩子參加。 

 
  三個問題:  推測, 啟示 

• 存在的問題 -- 我為什麼活著？ 

• 重要性的問題 -- 我是否重要？ 

• 持久性的問題 -- 我的目的是什麼？ 

 

        人生美景: 耶利米書 17:7-8 

        人生提醒: 箴言 14:12 

 

  1. 萬物皆由神開始 (約伯記 12:10, 馬太福音 16:25,羅馬書 8:6)   

  2. 你的存在絕非偶然 (以賽亞書 44:2)   

  3. 為永恆而創造 (傳道書 3:11) 

  4. 什麼在主導你的人生？  (創世紀 4:12, 約伯記 5:2, 馬太福音 6:24)  

  5. 從神的觀點看人生 : 三種比喻 - 考驗, 信託, 人生是一項暫時性的任務 

  6. 所有一切的緣由-榮耀歸 神 (箴言 16:4, 羅馬書 11:36) 

 聖經教導五個目的: 敬拜, 團契, 門徒, 服事, 使命 
 

   

http://www.ebccnj.org/


1/29/17-2/5/17 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 
 

 
1/30 週一為教會中文組尋牧禱告: 我們繼續為教會尋牧禱告，求神賜下 

  有全時間事奉呼召的弟兄, 帶著為父的心情, 願作主的僕人,  與金弟兄、 

  Ken 牧師和執事同工們一同配搭服事主的教會。 

1/31 週二為教會禱告: 為金弟兄和 Ken 牧師禱告, 求神吸引他們，用臉光 

  照他們, 使他的臉反射主的榮光, 成為忠心有見識的神的僕人。為執事們 

  禱告, 或許各人的才幹, 恩賜不同,  求神讓他們專心發揮各人的恩賜，彼 

  此用愛心來連結，因此神的旨意可以成全在我們中間。 

2/1 週三為肢體禱告：1）為邵循道弟兄禱告，他前幾天突然跌倒，身體 

  變得很軟弱，不得不臥床。求神醫治伯父，使他能恢復行動力，再次來 

  到我們中間一同敬拜主。2）繼續為吳宏興姊妹禱告，自從中風後, 她的 

  身体行動能力減弱, 最近又失去食欲，求神醫治她的疾病，使姐妹身心 

  靈的力量恢復。願主的平安和喜樂充滿姐妹的家。3）為林宗漢弟兄繼 

  續禱告,  醫生覺得他身體情況是在好轉中，感謝主！求主使所有的治療 

  方法為弟兄效力，並且保守他身體不受藥物傷害。4）為馮靜蕙姐妺禱 

  告，求神保守她的心懷意念，每天住在基督里。為她想找合適的姐妺 

  分租房子一事, 求主預備。5）為肢體中有軟弱的禱告，願他們在基督里， 

  有好的休息，身体健壯，靈裏興盛。為有憂鬱焦慮和各樣勞苦重擔的肢 

  體禱告，求神除去一切的擔憂懼怕，全人得釋放，生活行為有序。  

2/2 週四為英文組禱告：為 2/17-2/19, 三天二夜的冬令會禱告, 這是 Winter  

  break, 願家長們能鼓勵孩子參加。相信神為冬令會預備了最好的信息, 要 

  把年青人帶到主的道路上,  親自經歷神長濶高深的愛。求神加添 Ken 牧 

  師及同工們對主的有熱情, 願神的話語帶著能力向年青人開啓。 

2/3 週六為教會的福音, 宣教工作禱告: 求神提升我們的眼光, 明白神給了 

  我們屬靈的“生養眾多”使命, 使多國多民都能歸回到神的國度里, 當神 

  的心滿足時, 我們的心也必同樂。 

2/4 週五為國家執政掌權者禱告禱告：[人在列邦中要說, 耶和華作王世界 

  就堅定, 不得動搖. 祂要按公正審判眾民。] 為美國新總統多多禱告, 求 

  主保守他的心懷意念, 有敬畏神的心, 不求自己的益處, 忠於職守, 為國 

  為民服務。為閣員們禱告, 求主保守他們清心, 謙卑, 依靠神來行事。 

2/5 日為講臺和信息禱告: 我們需要神的餵養, 求神藉詩歌, 信息向我們的 

  心說話, 更新我們；求神賜領詩的, 傳信息的, 他們是經過等候, 從神得詩 

  歌, 得信息來帶領敬拜。為金海弟兄禱告, 求神恩膏他, 釋放屬天信息。 

 
 

讀經進度:跟隨耶穌 1/29-2/4(上網)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 ***                              *** ***       ***  

每個週五晚 8：00 教會有查經聚會。二樓有兒童聚會,  三樓 EM 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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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