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6/19/16 (10:30am) 

  宣召                                                                                          EM Group    

  詩歌                     你真美好                                                            會眾 

                               慈愛父親    

        你信實何廣大  

 禱告       

 獻詩            感謝主 你造了我             兒童詩班  

 信息                      初爲人父的功課                                  Ken 牧師

    

 嬰幼兒奉獻禮   

 愛筵  (歡迎在愛心中一起享用) 

              報告及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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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還剩六次課程，時間是： 6/24, 7/8, 7/15, 7/22, 8/5, 

8/26. 盼大家把握機會, 一起來學習，為傳福音受裝備。 

2.主日信息: 6/25 和 7/3 講員都是金海弟兄，請大家為主日的講員和講臺

信息代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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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營會的費用$50，7/10 前報名

者優惠价$25。家中第二個孩子優惠价$25, 第三個孩子免費；年齡是四 

嵗或以上的兒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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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曹三强牧師緬甸佤邦宣教: 曹牧師在中国、東南亞為主傳福音並建立 

教會。如弟兄姊妹有感動願支持該事工。請將奉獻支票開給 EBCC 並请

註明 "緬甸佤邦宣教" 或 Burma Wa Mission, 將於 6/26 截止並統一代轉。 

    

   週五晚 (6/24 8:00pm)  傳福音培訓課程（5）-李玉惠姊妹 

      下主日 (6/26 9:30am)  每日讀經班“跟隨耶穌 6/19-6/25 (可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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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書班;  新約概論班； 

 

1/1-6/12/16 奉獻收入/開支  General Offering $113,298 /Expenses:$123,084 

六月奉獻 June. General Offering：$9,471 

2016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10,414/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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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750.- 

 

   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ebccnj.org 聆聽信息 

                           Worship Program 
 
Call to Worship                                                                       EM Group       
Singspiration        You Are Good 

       Good Good Father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Prayer 
Children Choir         Thank you Lord for making me   
          
Message                   Lessons of a First-time Father              Pastor Ken   
   
Baby Dedication 
Love Feast  
 

（Scripture: Job 1:1-5; 2 Corinthians 3:18） 
 
 Looking at the example of Job, we learn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c____________ and c________________. Some of the ways we can do 
this is by seeing if we are guilty of the sin of _________________ and 
through ______________ and family _____________________. 
 
In looking at 2 Corinthians 3:18, we learn the lesson of 
b________________ and b__________________. 
 
  

Announcement 
 

1] Revival special meeting：On July 22-23, the English Ministry will 
be holding a special revival. This event will be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o adults. We will have a Dr. Gary Parrett and his wife Holly 
come as our guest speakers and a special praise team of leaders from the 
region. The sessions will be Friday night at 7:30 PM, Saturday 
afternoon at 2 PM, and Saturday evening at 7 PM. 
 
2] VBS：the fee for VBS is $50. We have early bird discount: $25, and 
the deadline is July 10. We also have discount for siblings: $25 for the 
second sibling and subsequent siblings are free. If register prior to July 
10, the first child and the 2nd sibling are $25 each, subsequent siblings 
are free. 
 

3] we have a new website: www.ebccem.com 
 



6/19/16-6/26/16 主日信息及禱告事項 
 

（信息經文：約伯記 1：1-5；哥林多后書 3：18）） 
 

從約伯的榜樣，我們學習知道 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_ 的重要。 

我們可以藉著察看是否犯了__________的罪, 經由 _________和家庭 

__________而作到。 

在哥林多后書 3：18，我們學到的功課是 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_。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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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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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父神的大憐憫更多臨到弟兄們, 使他們被聖 

  靈充滿, 滿有活潑的盼望, 得著天上的基業。為教會服事團隊禱告, 願大 

  家看見神永恒的心意, 在基督裏同享一個生命, 能用神給的恩賜, 同心配 

  搭, 來建立基督的身体。為尋求新的執事禱告, 求神親自來呼召預備。 

6/22，23 週三週四為肢體禱告：1) 為陳媽媽禱告, 她腿痛, 經診斷發現脊 

  椎附近有東西壓迫神經, 目前腫塊已切除, 陳媽媽很平安喜樂，請為她術 

  後的復原禱告, 求主看顧, 使陳媽媽早日康復。2）為林宗漢弟兄感謝神,  

 祂使用不同的人祝福弟兄, 使他腳康復, 能夠行走，求神也使他的身体造 

  血功能恢復；藉著他們的信心, 有安定的力量面對疾病, 能成為許多的人 

  的祝福。3)為石光瀛弟兄禱告, 他每周要去化療, 感謝神加添他里面的力 

  量及信心, 願他傷口快快癒合, 能為主歌唱, 為主行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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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宇弟兄感謝主, 他開始回去工作, 求神保守他的眼睛, 有好的視力。 

6/24 週五為 VBS 禱告：日期定於 8 月 8-12 日, 已開始報名, 請弟兄姐妺早 

  日為兒童報名, 好讓同工先預備, 為報名的孩子禱告, 讓他們真實的遇見 

  神。也願我們邀請鄰居, 朋友的小孩, 不論膚色, 都一同來蒙恩。 

6/25 周六為英文組禱告：暑假即將開始, 求神祝福年青人們在暑假的活動,  

  能更深的經歷神。為大學生們及工作的年青人禱告, Ken 牧師為他們預 

  備復興的特會, 求神讓他們生命更新, 看見神的榮耀，願意更深地委身。 

  特別為 12 年級的畢業生禱告, 願他們在進入大學之前, 與主確立生命的 

  關係, 使他們在離開父母、進入大學後, 在神的隱蔽下，不隨波逐流。 

6/26 主日為講臺和信息禱告：求神潔淨祝福祂的教會，神的靈充滿祂的 

  器皿，大大恩膏金海弟兄弟兄和講臺的信息, 使屬天的活道帶著聖靈的 

  大能, 進入人的心裏，照明人心中的眼睛，並且願意回應神的心意。 求 

  聖靈帶領敬拜和聚會, 使來到祂面前的都得著飽足、生命更新。 
 

讀經進度：跟隨耶穌 6/19-6/25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  ****  ****  ****  **** 

週五晚 CM 傳福音培訓課程, 二樓有兒童聚會,  三樓 EM 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