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8/28/16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鄭勇弟兄                                             

經文 Scripture                  诗 145:3-4,19-21 

詩歌 Singspiration            偉大的神                                                          會眾 

經文 Scripture                  啓 5:13-14 

詩歌 Singspiration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寶貴十架   

              獻上自己為祭   

                收我此生作奉獻     

禱告 Paryer                                                                               

信息 Message                  羅馬書(14)– 獻上自己當作活祭              金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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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8:00pm)   勞工節長周末，週五晚聚會 暫停一次 

        下主日 (9/4 9:30am)  每日讀經班“跟隨耶穌 8/21-8/27 (可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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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概論（小先知書）; 門徒訓練班 暫停一次 

 

 
 

1/1-8/21/16 奉獻收入/開支  General Offering $154,469 /Expenses:$166,166  

八月奉獻 Aug. General Offering：$9,269 

2016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11,089/27,000                           已發送 Sent: $0 

2016 宣教  Mission Fund: $                                                       20,246/55,000                        已發送 Sent: $22,950 

2016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4,240/5,000                    已發送 Sent: $1,732 

    
本月執勤同工：錢大剛 弟兄                           本主日招待: 維定 黎明 麗華 

下月執勤同工：姜學軍 弟兄                         下主日招待: 子務 樹範 溢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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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執事提名: 8/16 的同工會向大家報告了天城教會五位提名的新執事，

他們是中文組:鄒玉山、葉湘、張子務；英文組:吳慕嵐、Jackson Wan； 

請大家多為他們和他們的家庭禱告，求主賜給他們服事以及跟隨主的 

力量。如果大家發現這幾位有不合聖經對執事要求的行爲舉止 (提前 

 3:8-13), 請以書面並具名的方式在 10 月底前,把您的意見投入意見箱。 

2. 福音營預備會: 今天下午 1:00, 請所有報名的同工及朋友至樓上一號教 

室開會。這次我們有 26 位慕道友參加, 請為他們有尋追真理的心禱告.  

3. 主日信息：9/4 主日的講員是金海弟兄，9/11 講員是勞伯祥牧師，請 

為講員和講臺的信息禱告。 

4. 禱告會： 8/30 週二是中英聯合禱告會, 地點在三樓。盼更多的弟兄姐 

妹來到神的腳前聚集，為教會的各樣事工，以及肢體的需要代禱。 

5. 週五晚傳福音課程：李玉惠姐妹的週五晚傳福音訓練課程還剩最後一 

次, 時間是 9/9。 要來的週五 9/2 是勞工節長周末,晚上聚會暫停一次。 

6. 中文學校：溫馨提醒，天城教會中文學校 9/10 開學，如果還有需要 

報名的弟兄姐妹，可以聯絡陳娜姐妹。 

7. 主日兒童敬拜: 勞工節過後，主日上午 10:30，教會 4 嵗到 12 嵗的兒 

童由 EM 年輕的弟兄姐妹帶領在地下室敬拜，負責同工 Stephanie Ho. 

8. 主日嬰幼兒照顧：主日 1 嵗到 3 嵗的嬰幼兒照顧，目前由 Theresa Wan 

帶領團隊接替照顧管理的工作。 

    
      (相關經文：羅馬書) 

   羅 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2 不要效 

   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 

   可喜悅的旨意。  
         

   (壹)  为甚么保羅勸我們要將自己奉献給神?  (12：1a)  

      (貳) 怎样奉献？ (12:1b, 2, 參 羅 6:11-13, 彼前 2:5, 約 4:23) 

      (參)「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指的是什麼?  

      (肆) 要如何才能明白神的旨意?     

            (1)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有分別為聖的心思  

   (2) 心意更新而變化，願意謙卑受教被調整     

                  ~ 藉著熟練神的話語，常常瞻仰主 (提後 3:16-17, 林後 3:17-18) 

                  ~ 活在教會生活中，用愛心彼此服事相勸 (羅 12:3-21)  
 

    羅 14:8  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 

    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 

    腓 1:20 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8/28/16-9/4/16 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 
 

聖經信仰要理問答: 36）我們所信的聖靈是什麼? 

答: 祂就是神, 與聖父, 聖子永遠一同存在. 

經文：約 14:16-17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 

遠與你們同在,17 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 

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 

禱告：天父,  為著你藉著你的聖靈所給我們的一切感謝你.  為著我們每一位 

已經信靠耶穌基督而有聖靈的同住感謝你.  我們祈禱祂可以將基督啟示給我 

們, 而且使我們每一天越來越像基督.  我們如此祈求是為著你名的榮耀, 阿們.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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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 週二為教會及服事禱告: 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 真理的柱石和根 

 基。為金弟兄和 Ken 牧師禱告，神既呼召他們帶領群羊, 就求主讓他們 

 在公義, 和平和聖靈中的喜樂上多多服事基督, 成為神所喜悅的工人, 又 

 為人所稱許。為教會服事團隊禱告, 願賜忍耐安慰的神, 讓同工們彼此接 

 納，同心 效法基督, 一心一口榮耀神。為教會所需要新的牧者迫切禱告， 

 願神也在我們中間興起人, 願意回應神的呼召, 全心奉獻，榮耀主名。 

8/31，9/1 週三週四為肢體禱告：1) 為林宗漢弟兄禱告, 9/1 與骨髓移植醫 

  生碰面, 9/2 作靜管手術, 接下來二, 三周, 進行化療及骨髓移植, 我們用禱 

  告來托住這些治療方案, 願神得榮耀。2)為石光瀛弟兄禱告, 求神安慰、 

  醫治、引導他, 賜他靈力、體力, 使他裏面完全依靠主, 得享平安。3) 為 

  楊良彪弟兄禱告, 求主的光進入他心,  願主生命的大能, 除去一切的憂慮。 

  4) 為方嘉玢姐妹禱告, 她肝上長水泡, 已開刀去除, 求主保守她的復原. 5） 

  為李軍和蘇美惠姐妹近期要返鄉探望母親禱告, 她們的母親們身體軟弱， 
  求神看顧；特別求神憐憫這兩位母親的靈魂，使李軍和美惠能夠把最寳 

  貴的福音好消息帶給她們的至親，願她們願意接受耶穌成爲生命的主。 

9/2，3 週五週六為福音營禱告: 求主大大祝福營會, 使飢渴的靈魂得飽足； 

  願每一位慕道友，尋求、思考生命的意義, 在基督裏找到答案。為營會 

  期間的天氣, 交通, 飯食, 兒童, 英文組禱告, 使整個營會能和諧進行。為 

  聯合詩班禱告，求神賜敬拜的靈，火熱的心，願聖靈的感動藉詩歌觸 

  動人心來歸主；也為主辦的教會代禱, 求主保守，使獻上的都蒙神悅納。  

9/4 主日為講臺和信息禱告：為金海弟兄禱告, 願神恩待他, 神的聖靈恩 

  膏他，滿有能力地的傳講神感動他的信息。為領詩的弟兄禱告,  願他在 

  主的面前敬拜, 享受聖靈的同在, 引導會眾放下一切思慮, 進入敬拜的實 

  際, 真實地被更新，遇見主 。

 
讀經進度:跟隨耶穌 8/28-9/4(上網)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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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節長周末，本週五晚 8：00 教會的聚會 暫停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