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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18 (10:30am)
EM Group
會眾

將心給祢
獻上我生命
有福的確據
Big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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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使用我
擘餅
愛筵 (歡迎在愛心中一起享用)

Starlight 兒童
Michael Shum
Ken 牧師
Jackson Wan

報告及代禱事項
1. 成人主日學：新約班將從 7/1/18 開始查考馬太福音，課程將由錢大剛弟兄、
羅天祐牧師和其他同工一同擔任。9:30am-10:20am 成人主日學時間，教會有兒童
照顧, 邀請有孩子的家長們一同來參加成人主日學。
2. 禱告會: 每週二晚 8：00 教會有禱告會，我們一起敬拜神，為教會的各樣事工
和肢體的需要禱告，尋求主的面；同時也經歷神的信實和祂大能的作爲。為神
的國、為教會守望禱告是服事，是主對屬祂“君尊的祭司”的期望；在此邀請
大家在這樣的事奉上同心參與。
3. 週五晚查經: 週五晚查使徒行傳由李玉惠姐妹帶領, 6/22 週五晚查使徒行傳 1315 章。思考題: 1) 安提阿教會的美好見證 2) 保羅宣教上同工的配搭 3) 保羅在宣
教時肉身所受的苦難 4) 耶路撒冷大會的決議對今日的聖徒有何意義? 5) 巴拿巴事奉的
榜樣
4. 暑期兒童聖經學校 VBS：7/30-8/3 兒童聖經學校招收 5-12 歲的兒童。現報名將
享受優惠价每位$30, 7/15 後每位$50（同家庭第二個孩子起$20/人）. 報名可上網
https://vbspro.events/p/events/ebcc 或填表。外來孩子免費，請邀請您的朋友參加。
VBS 同工和事工：VBS 需要至少 5 位能講英文的同工，請大家投入這福音事
工，中文組可向吳慕嵐或周舒佳姐妹報名。請繼續支持 VBS 的集資義賣活動。
週五晚 (6/22 8:00pm) 週五晚查經使徒行傳 13-15 章。
下主日 (6/24 9:30am) 主日學：門訓班, 舊約摩西生平, 新約馬太福音
每日靈修請參考-跟隨耶 6/17-6/23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1/1-1/21/17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156,324/支出 Expenses: $151,423
6 月奉獻 June 2018 General Offering: $34,956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收入 Received $369/ 目標 Target $14,500 已發 Sent: $800
宣教 Mission Fund: 收入 Received$14,175 / 目標 Target $34,000 已發 Sent: $9,200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收入 Received $10,716 /目標 Target$0 已發 Sent: $2,224
VBS Fund: 收入 Received $3,181 /目標 Target$2,500
已發 Sent: $1,405

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ebccnj.org 聆聽信息

Call to Worship
Singspiration

EM Group
I Give You My Heart
I Offer My Life
Blessed Assurance
Big House

Choir
Children
Prayer
Catechism
Message
Use Me, Lord
Communion and fellowship
Love Feast

Starlight

Michael Shum
Pastor Ken
Jackson Wan

Scripture：[1 Corinthians 9:19-27 ] 19 Though I am free and belong to no one, I have
made myself a slave to everyone, to win as many as possible. 20 To the Jews I became
like a Jew, to win the Jews. To those under the law I became like one under the law
(though I myself am not under the law), so as to win those under the law. 21 To those
not having the law I became like one not having the law (though I am not free from
God’s law but am under Christ’s law), so as to win those not having the law. 22 To the
weak I became weak, to win the weak. I have become all things to all people so that
by all possible means I might save some. 23 I do all this for the sake of the gospel, that
I may share in its blessings. 24 Do you not know that in a race all the runners run, but
only one gets the prize? Run in such a way as to get the prize. 25 Everyone who
competes in the games goes into strict training. They do it to get a crown that will not
last, but we do it to get a crown that will last forever. 26 Therefore I do not run like
someone running aimlessly; I do not fight like a boxer beating the air. 27 No, I strike a
blow to my body and make it my slave so that after I have preached to others, I myself
will not be disqualified for the prize.

信息經文:[林前 9:19-27] 19 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作了
眾人的僕人，為要多得人。20 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
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為要得律法以
下的人。21 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
人；其實我在神面前，不是沒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22 向
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
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23 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
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24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
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25 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
節制，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26 所
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27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
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

Announcement
1] EM Picnic 10 AM on Saturday 7/14 at the Ross Dock Picnic Area on Henry
Hudson Drive in Fort Lee.
2] VBS co-workers training on 6/30, 7/8, 7/21.

6/18/18-6/24/18 禱告事項
6/18,19 週一週二為教會禱告: 求主恩待屬祢的教會是金燈臺，靠著得勝
的主， 永不失敗，點亮這黑暗的世界；願教會全然與世俗隔絕，以聖
潔為裝 飾，預備、等候她的新郎；願神百姓的生命與主連接，如同枝
子連與葡萄樹，滿有聖靈的果子，成爲見證；願教會在神鋻察的日子，
歸榮 耀給神。求祢豐滿的同在供應屬神的教會，被贖的百姓渴慕“靈
奶”生命成長；願天城教會的弟兄姐妹都有門徒的心志，願意全然委
身，跟隨教會的元帥，在基督裏得蒙建造成“靈宮”，使所有侍奉在主
裏 成爲“靈祭”獻于神且蒙悅納。
6/20 週三為家庭禱告：求神恢復起初創造時家庭的美好，願基督徒敏感
並看清撒旦今天在家庭夫妻關係中的破壞作爲，求神幫助我們穿戴屬靈
的全副軍裝，靠著聖靈的能力抵擋一切的攪擾；求神賜福給家中屬靈的
頭丈夫，按著聖經的教導愛妻子，妻子也按著聖經的教導順服、幫助丈
夫， 使每一個家庭在神的心意中被建立，被塑造，願每一個家庭的孩子
們在的家庭中成長，成爲全家事奉耶和華的蒙福家庭。
6/21 週四為肢體禱告: 1）繼續為邵伯伯禱告：邵伯伯身體由危轉安，他
已經離開 Englewood 醫院搬到 Jewish Home at Rockleigh NJ 療養院了, 感謝
神。也為他的兒女信主禱告，求主改變他們的心思意念，使他們願意接
受福音。 2）為目前需要找工作的肢體禱告：求神施恩、帶領，為他們
開合適的工作之門；主是我們的供應者，我們必不致缺乏。也求神賜下
尋求和順服 的心，讓我們能明白神的帶領。3）為要搬遷或是暑假回國
的家庭禱告，求神為他們預備一切所需，讓我們的每一個腳步都帶著神
的祝福和美意， 因著蒙福，我們就成爲祝福，是聽命的福音使者。
6/22,23 週五週六為 EM 事工禱告: 1）為 VBS 禱告：目前需要更多能英文
溝 通的同工加入，求神預備。願更多肢體加入代禱的事奉，求神的靈引
導，祝福我們發出的每一個邀請，引導更多的孩子們進入教會，使他們
幼小 的心被神觸摸，成爲一生的祝福。2）為 Starlight 兒童事工禱告: 求
神興起新的英文部帶領和中文部配合同工，共同來承接這項兒童事工。
3） 為高中、大學的畢業生禱告: 為即將搬遷進入大學和踏入社會的年青
人 感恩，求神保守他們在新的環境中信靠主，有穩定的教會和團契生
活， 屬靈生命更加成熟，漸漸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6/24 為主日為聚會和信息禱告: 求神潔淨我們所站立之地成為聖地，潔
淨所有為主做出口的, 求聖靈帶領敬拜, 激勵每一位的心, 火熱愛主。願
我們口唱心和的頌讚, 達到神榮耀的寶座前, 蒙悅納！求神大大感動和恩
膏金海弟兄, 釋放屬天的信息。願講的和聼的同感一靈, 同蒙造就。
讀經進度:跟隨耶穌 6/18-6/23/18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
***
***
***
***
每週五晚 8：00 教會有查經聚會。二樓有兒童聚會, 三樓 EM 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