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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7 (10:30am)
金海弟兄
榮耀歸於我主
我的父我的神我的磐石
弗 1:17-23
信而順從
耶穌恩友

天城詩班

信息 Message
危機四伏中的喜樂
蘇仲謙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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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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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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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
836–1771
(李冠芬)
313 - 7228
(教堂)
836 - 1771
(李屏貞)
230 - 4966
(楊曉榮)
816 - 8701
(教堂)
836 - 1771
(每月第一，三週於教堂) 836 - 1771

週五晚 (1/13 8:00pm) 週五晚查經：門徒蒙召, 人生的轉機
下主日 (1/15 9:30am) 成人主日學：門徒班、舊約班、標杆人生班、
“跟隨耶穌 1/8-1/14 (可上網)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1/1-12/31/16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269,822/支 Expenses: $279,067
12 月奉獻 Dec General Offering: $38,203; 1 月奉獻 Jan General Offering: $3,326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21,389
$15,875
$15,875
宣教 Mission Fund:
$40,530
$43,900
$43,400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4,340
$5,000
$2,520
海地 Haiti (Global Medic): 收入 Received $15,120 (此項奉獻已截止)
本月執勤同工：金 海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錢大剛弟兄

本主日招待: 子務 樹範 劉嶸
下主日招待: 才益 辛學軍 鐵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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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成人主日學簡介：門徒訓練班 - 门徒训练班将从神的话语，耶稣基
督的作为，圣灵的感动三方面更多明白神的旨意和行事法则；跟隨耶穌
班(網路版) - 從路加和约翰福音查考、思想耶稣的言行，学习与神同行
的生活。創世記一年之旅 - 探索神在我們的生命與生活中的意義和目的.
從學習中，我們的心懷意念，態度和世界觀有更新有變化。標杆人生 在基督裏面找到我是誰、為什麼而活，進以建立地上生活的實踐習慣.
2. 週五晚查經：1/13 週五晚查經主題是“門徒蒙召，人生的轉機”經文涵
蓋：太 4、9、10 章；可 1-3 章；路 5-6 章；約 1：35-51； 查經進度表已
在週五團契分發，若還有人需要，可向金弟兄索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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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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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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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父母一同參與，每期僅收 6-8 位，望有需要的家庭向楊
曉榮姐妹報名。每位$70 (報名費$50+$20 書本)。課程介紹定于 1/15 主日
下午 1:15 向大家開放，歡迎家長們參加。老師簡介貼在圖書館布告欄。
4. 英文組冬令退修會: 今年 2/17-19 將有三天兩夜的聚會, 請出席孩子的家
長一定填寫“EBCC Waiver Form”表格在大門口布告欄内，填寫后請和
營會報名費一起交給慕嵐或舒佳姐妹。盼家長鼓勵孩子們參加, 與同齡
人一起追求真道。
信息經文：馬太福音 2:12-21 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
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 他們去後、有主的使者向約瑟夢中顯現、說、起來、
帶着小孩子同他母親、逃往埃及、住在那裏、等我吩咐你．因為希律必尋找小
孩子要除滅他。 約瑟就起來、夜間帶着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住在那裏、
直到希律死了,這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
來。』 希律見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發怒、差人將伯利恆城裏、並四境所
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細查問的時候、凡兩歲以裏的、都殺盡了。 這就
應了先知耶利米的話、說、 『在拉瑪聽見號咷大哭的聲音、是拉結哭他兒女、
不肯受安慰、因為他們都不在了。』 希律死了以後、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
約瑟夢中顯現、說、 起來、帶着小孩子和他母親往以色列地去．因為要害小
孩子性命的人已經死了。 約瑟就起來、把小孩子和他母親帶到以色列地去。

1. 對抗神國的勢力一直存在
2. 驕傲和傲慢是反對的原因
3. 即使祂的子民在痛苦中，神依然是做工的主
4. 我們必須完全順服神的引導
5. 神最終的得勝將帶給祂的子民喜悅和滿足

1/8/17-1/15/17 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
1/9 週一為教會中文組尋牧禱告: 新的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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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晚，蘇仲謙弟兄夫婦來到我們中間
作他蒙召的見証, 主日也傳講信息。他目前仍在達拉斯神學院有最后一
學期的課, 我們一同禱告, 求主給印証。
1/10 週二為教會禱告: 為教會的福音, 宣教事工禱告，願天城教會是有神
國度眼光的教會, 我們從神領受的豐富, 願更多投在神國的需要裏, 尋找
失喪的靈魂,享受與神同工的喜樂。為金弟兄和 Ken 牧師禱告，在這末
世，求神賜他們辨別諸靈的能力, 享受主的恩典, 帶領弟兄姐妺火熱愛主，
得最終奬賞。為新的執事團隊禱告；感謝主, 他們有願付代價的心志,不
把自己的才幹隠藏；求神賜他們敬畏神的心，謙卑地與主同行，在主裏
彼此配搭，按著個人所得的恩賜，全然爲主擺上，服事教會。
1/11 週三為肢體禱告：1）繼續為林宗漢弟兄禱告, 他最近出現一些排斥
反應，需要服用大劑量的藥物，求神保護帶領弟兄，安然度過這段時期，
使外來的血液細胞完全為他身體效力。 2）為馮靜蕙姐妺禱告，她姐姐
即將回香港，求神保守靜蕙姐妺，在未來獨立的生活中，享受神的同在,
沒有懼怕。為她想出租一間房禱告, 求神帶來合適的姐妺, 讓她們可以彼
此幫助，同心成長。3）為宋亮年弟兄禱告, 他需要新的工作，求神來預
備; 為他能有短暫休息，感恩。4）為焦慮，憂鬱和有重擔難處的肢體禱
告，人的幫助很有限，願神吸引他們，用心靈的眼目注視耶穌，以至能
脫離惡者的欺騙，生活工作都能正常有序，且能述說神的奇妙作為。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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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孩子們在年青時能明白生命的意義,
人生有方向。為 Ken 牧師和同工們禱告, 求神賜能力和智慧，加添他們愛
主的心志和靠主的信心, 能把更多年青人帶到主的道路上,且對神有熱情。
1/14 週六為孩童教養輔導課程禱告：Ms. Jo 是有經驗的老師, 求神祝福來
上課的父母親, 能照神的心意來教養神托付的產業, 成為合神心意的父母。
1/13 週五晚的各個聚會禱告：週五晚教會的讀經, 已經訂出進度及討論題
目, 求神讓我們在讀經的時候，是用心靈來尋求主的面，用生命來理解、
體會神的心意, 使信仰能落實在我們日常的生活中，見證並活出真道。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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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求神賜領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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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4(上網)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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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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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