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及信息大綱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經文 Scripture
詩歌 Singspiration
經文 Scripture
詩歌 Singspiration
禱告 Prayer
獻詩 Choir
詩歌 Singspiration

4/15/18 (10:30am)
鄭勇弟兄

主在聖殿中
詩篇 150
讓讚美飛揚
希伯来書 4:14-16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榮耀都歸你
求主每天引我路
靈裏生活

天城詩班

信息 Message
教會（6）—— 聚會生活
見證 Testimony
姚泊鑫弟兄
報告 Announcement
浸禮 Baptism
姚泊鑫弟兄
愛筵 Love Feast (歡迎在愛心中一起享用)
禮拜日
禮拜日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禮拜六

9:30am
成人主日學
1:00-2:30pm 詩班
8:00-10:00pm 禱告會
10:15am
姐妺成長班
10:00am
禱告查經會
8:00-10:00pm 查經,分享
8:00-9:30am 晨禱

會眾

金海弟兄

(教堂)
836–1771
(李冠芬)
313 - 7228
(教堂)
836 - 1771
(楊曉榮)
816 - 8701
(楊曉榮)
816 - 8701
(教堂)
836 - 1771
(每月第一，三週於教堂) 836 - 1771

週五晚 (4/20 8:00pm) 週五晚查經 徒 27-28 章, 具體議題見右頁報告
下主日 (4/22 9:30am) 主日學：門訓班, 舊約摩西生平, 新約雅各書
每日靈修請參考“跟隨耶穌 4/15/18-4/21/18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1/1-4/8/18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87,163/支 Expenses: $91,697
4 月奉獻 Apr.General Offering: $8,566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369
$14,500
$0
宣教 Mission Fund:
$545
$34,000
$0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0,716
$899
本月執勤同工：葉 湘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鄒玉山弟兄

本主日招待: 鉄橋 學軍 劉嶸
下主日招待: 鉄橋 國強 日友

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ebccnj.org 聆聽信息

1. 同工會: 4/17 本週二晚上 8:00 在教堂有同工會, 將回顧並展望教會事工,
請大家預留時間，一同來關心神家中的事。
2. 執事會：4/22 下主日午餐後 1:30 有執事會, 將討論有關青少年事工的計
劃等, 有建議者請向張子務弟兄或其他執事們反應。
3. 週五晚查經：週五晚查經使徒行傳的預讀題目“教會見證復活的基督”
準備五月李玉惠姐妹的查經課程。4/20 經文: 徒 27〜28 章。五個思考
題：1）保羅在往羅馬的路上如何傳福音？2）初期教會如何實現徒 1：8
的使命？ 。3）保羅一生有沒有達到神呼召時的使命？（徒 9）4）總述
保羅如何向不同類型的人傳福音？ 5）保羅被囚羅馬兩年如何宣教?
4. 人如何改變門徒體驗營：5/4-5/6/18 週五到週日在賓州有使者舉辦的“人
如何改變”營會：從聖經的觀點來審視人心和罪的掙紮、罪的後果和神
大能的介入; 挑戰並裝備學員在每日生活中活出福音的大能！不但助人
洞察自己行為背後的動機，還提供具體、實用的建議去改變長久的行為
模式。費用$80/人。想去的弟兄姊妹請儘快聯絡金海弟兄。
5. 五月長周末特會通知：1）福音營: 國殤日 5/25-5/28 若歌教會舉辦“生
之追尋”福音營, 主題信息是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龔明鵬牧師); 知識的
追尋是什麼(黃小石長老).請邀請福音朋友參加, 5/13 截止報名。請向李屏
貞報名。2）賓州春季特會: 5/25-28 週五至週一（國殤日長週末）在賓州
East Stroudsburg University. 詳情張貼在大門口布告欄内。報名網址是
https://ctmnj.org/retreat/。網上報名 5/20 截止，
6. 暑期兒童聖經學校 VBS：7/30-8/3 的兒童聖經學校招收 5-12 嵗的兒童。
5/20-7/15 報名將享受優惠价每位$30，7/15 以後每位$50（同家庭第二個
孩子起$20/人）。報名可上網或填表。爲鼓勵社區更多人參加這次 VBS,
我們將對所有外來朋友們的孩子免費。請邀請您周圍家庭的孩子們參加.
(壹). 為什麼要有聚會的生活
(一) 生命交流是基督徒生命的特質 (來 10:19-24)
(二) 藉著聚會顯明神的心意 (徒 18:20, 太 18:20)
(三) 不可停止聚會是為著我們好處的命令 (來 10:25)
(貳). 聚會中的提醒
(一) 聚會不只是聽道
(二) 聚會要有規矩
(叄). 天城教會的週間聚會
(一) 全教會性: 主日敬拜、主日學、週二晚禱告會、週五晚查經 …
(二) 團契性 : 天恩、姊妹、家庭、關懷小組、學生、青年 …
(三) 服事性: 詩班、飯食、福音班、兒童主日學 …
♦ 反思:
(1) 我對聚會有什麼須要調整的心態和行為? 參與了那些聚會?
(2) 我和兒女家人有一起禱告分享信心嗎?

4/16/18-4/22/18 主日信息及禱告事項
4/16，17 週一週二為教會禱告: 求神保守天城教會在地上的日子分別為聖，
是全然歸主的新婦；願教會有清楚的從天上來的異象，承接主大使命的
托付和召喚。求聖靈幫助我們在基督裏肢體成熟長大，除去一切纏累和
偶像，體貼父神的心腸，甘願獻上自己為祭，裝備整齊，勇敢走出去爲
主得靈魂，成爲福音的使者和見證，等候主耶穌基督的顯現。求主祝福
牧者們，賜同心合意的心來事奉神。按著真理引導供應群羊。求聖靈開
啓我們的心，明白並領受神藉講臺所釋放的信息。為執事團隊禱告:求聖
靈引導他們謙卑地與主同行同工，願他們的侍奉合神心意、榮神益人。
4/18 週三為教會的家庭禱告：願神祝福天城的每一個家庭，願尊主為大，
是事奉耶和華的家庭。求主得著、更新每一家的弟兄，屬靈的頭父親們，
願意尋求並更深認識祢，帶領全家敬虔地活在神面前；求主賜智慧給做
母親的姐妹們，存著敬虔溫柔順服的心，成爲丈夫的幫助者，孩子們的
祝福；求聖靈賜渴慕的心在父親和母親的裏面，願意花時間親近主，讀
神的話語，得著屬天的智慧，用真理教導、帶領孩子們活在主的心意裏。
4/19 週四為肢體禱告: 1）為王正秋姐妹的老父親能夠早日受洗禱告，求神
為他們預備並開路；為 Jonathan Lin 受訓期間的安全禱告，求神保守帶領
他。2）為目前找工作的肢體禱告，求神為他們開路，預備他們未來的方
向，帶領他們前面的路；願他們在積極找工作的同時, 藉著禱告把重擔交
在主的手中, 存順服的心, 等候神的帶領。願主的平安在他們裏面，使難
處成爲他們生命的祝福，經歷神的真實，信心更加增。
4/20 週五為所有受浸班的學員禱告：為新受洗的肢體禱告，求神的靈更深
吸引他們全心渴慕主，生命天天更新，享受以馬内利神同在的喜樂，活
出豐盛的生命。為暫時還無法受洗，但已接受主耶穌為救主的弟兄姐妹
禱告: 求神安慰他們的心，賜他們奔跑天路的力量，更深經歷主的真實。
為渴慕真道, 還在尋求的朋友們禱告，願神的大能觸摸並堅固他們，使福
音的種子在心里持續生長，願他們在信仰的路上真實地遇見愛他們的主。
4/21 週六為國家禱告: 為我們所居住的美國禱告, 求神使這地復興聖潔, 願
執政掌權的帶領人民敬畏耶和華，使這國在神面前蒙恩。為中國禱告:求
神大能的膀臂保守那裏的人民有更多機會接觸福音；願中國的基督徒能
在真理裏得餵養，在真道上蒙造就。使這國成爲蒙天上之福的國家。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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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來到主面前的弟兄姐妹, 使我們與神之間沒有攔阻，以心靈誠實來敬拜
讚美神！願我們口唱心和的頌讚, 達到神榮耀的寶座前, 蒙悅納！求神恩
膏劉志雄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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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4/21/18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
***
***
***
***
每週五晚 8:00 教會有查經聚會，同時二樓有兒童聚會, 三樓 EM 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