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主 日 崇 拜 主 日 崇 拜 主 日 崇 拜 程 序程 序程 序程 序    Worship ProgramWorship ProgramWorship ProgramWorship Program    

                                                                                                                                                                                                    9/4/16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岑蔭培弟兄                                             

詩歌 Singspiration            讚祂！讚祂                                                       會眾 

經文 Scripture                  詩篇 139 

詩歌 Singspiration            父阿久在創世之前 

                                        祂隱藏我魂 

禱告 Paryer          

詩歌 Singspiration            收我此生作奉獻  

                                                                              

信息 Message                  羅馬書(15)– 服事與愛心的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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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8:00pm)   週五晚聚會傳福音課程培訓（10）-李玉惠姐妹    

        下主日 (9/11 9:30am)  每日讀經班“跟隨耶穌 9/4-9/10 (可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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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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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31/16 奉獻收入/開支  General Offering $161,079 /Expenses:$186,571  

八月奉獻 Aug. General Offering：$15,879 

2016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12,139/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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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本月執勤同工：姜學軍 弟兄                           本主日招待: 劉嶸 樹範 溢惠 

下月執勤同工：金   海 弟兄                         下主日招待: 維定 亞軍 姜毅 

           
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ebccnj.org 聆聽信息聆聽信息聆聽信息聆聽信息 

報告及信息大綱報告及信息大綱報告及信息大綱報告及信息大綱    
    

1. 新執事提名新執事提名新執事提名新執事提名::::    中文組:鄒玉山、葉湘、張子務；英文組:吳慕嵐、Jackson 

Wan；請為他們禱告。若大家發現這幾位有不合聖經對執事要求的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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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日信息主日信息主日信息主日信息： 9/11 講員勞伯祥牧師，9/18 講員金海弟兄，請為信息禱告。 

3. 天恩團契天恩團契天恩團契天恩團契：：：： 9/10 周六上午 10：00 教會有年長團契聚會，内容包括：敬

拜、信息、練詩、愛宴、慶生，盼伯父伯母們預留時間到主面前聚集。 

4. 福音營福音營福音營福音營:::: 營會正在進行中, 請為尚未決志的朋友禱告, 求神讓他們的心柔 

軟, 今晚遇見耶穌。為已決志的感恩, 求神吸引他們, 在主里成長。 

5. 週五週五週五週五晚查經聚會晚查經聚會晚查經聚會晚查經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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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之後到年底將會有 10 個介紹慕道友認識耶穌是唯一 

救主的題目。請同來學習。 

6. 標竿人生靈修書籍標竿人生靈修書籍標竿人生靈修書籍標竿人生靈修書籍:  如有願意訂購者 ($15), 請向陳媽媽登記,統一代購。 

7. 中文學校中文學校中文學校中文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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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44-8843。 

8. 主日兒童敬拜主日兒童敬拜主日兒童敬拜主日兒童敬拜: 九月中旬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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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新學期從本周 9/4 開始，教室分配如下：五、六年級 - 

#2 教室；三、四年級 - #1 教室；一、二年級- #3 教室；四、五嵗班 –  

#4 教室；幼兒班（四嵗以下）- #5 教室； 

    
      (相關經文：羅馬書 12:3 -13) 

   (壹) 在基督裡如何看自己的功用 (v 3-4, 林前 12:14-18 )  

      羅 12:3  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4 正如我們一個身 

      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   

      (貳) 在基督裡與別人的配搭 (v 5-8, 林前 12:19-27 )  

       羅 12:5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 

      此。6 按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或說預言，就當照著信心的程 

      度說預言， 7 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教 

      導；8 或作勸化的，就當專一勸化；施捨的，就當誠實；治理的， 

      就當殷勤；憐憫人的，就當甘心。  

      (參) 在基督裡操練對一般弟兄姊妹的愛 (v 9-13, 林前 12:31, 彼前 1:22, 5:14) 

羅 12:9 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 10 愛弟兄，要彼此親 

   熱；恭敬人，要彼此推讓。11 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常常服 

   事主。 12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13 聖 

   徒缺乏要幫補；客要一味的款待。   

   ♦  教會生活實際的操練: (1) 禱告求聖靈賜下能力   (2) 彼此問安   

                                                (3) 關懷探望                     (4) 打開家門 

    



9/4/16-9/11/16 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 
 

聖經信仰要理問答聖經信仰要理問答聖經信仰要理問答聖經信仰要理問答::::    33337777）聖靈怎樣幫助我們? 

答答答答: 聖靈使我們認罪,  使我們能禱告, 了解神的話.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弗 6:17-18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慈愛的神, 我們祈求你的聖靈越來越多的降臨到我們的心內,  使我 

們認罪,  教導我們禱告, 更謙卑, 更多的認識你.  我們如此祈禱是因著耶穌 

基督, 我們唯一的救主, 他是與聖靈合一, 與聖父同存, 同掌權的, 阿們！ 

 
9999////5555 週一週一週一週一為教為教為教為教會尋牧會尋牧會尋牧會尋牧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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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6666 週週週週二二二二為教會及服事禱告為教會及服事禱告為教會及服事禱告為教會及服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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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神的愛更多地充滿他們, 使他們願意 

 倒空自己, 完全的獻上為活祭, 天天活在神的喜悅和心意中。為教會服事 

 團隊禱告, 願神永恒的心意, 成為同工們的目標, 謙卑地與基督同行, 手中 

 的事奉蒙神悦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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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興起長老，願意回應神的呼召, 全心奉獻，榮耀主名。 

9999////7777，，，，8888 週三週三週三週三週四週四週四週四為為為為肢體肢體肢體肢體禱告禱告禱告禱告：1) 為林宗漢弟兄禱告,未來二, 三周, 他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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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良彪弟兄禱告, 求神醫治，賜他們能力可以完全依靠主， 

 得享平安。3) 在我們中間的唐作虎老弟兄被主接囘天家，追思聚會定於 

 9/7 週三晚上 7:00 在 Fort Lee 殯儀館舉行 ( 4:00 瞻仰儀容)。請為家屬代 

 禱。殯儀館地址: 327 Main St, Fort Lee, NJ 07024.  4) 為李軍姐妹已經返鄉 

 和蘇美惠姐妹準備返鄉探望母親禱告, 她們的母親身體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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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9999，，，，10101010 週週週週五為英文組禱告五為英文組禱告五為英文組禱告五為英文組禱告：學校開學了, 今日的風氣,  不論大學生或初、 

 高中生, 都面對很多對基督徒的岐視, 求神保護他們, 在校園中有好的同 

 伴, 能過分別為聖的生活, 並且有基督的馨香在他們生命中。為九月份 

 開始, 英文組日十點半要帶領兒童敬拜, 感謝神, 求神將敬拜的靈降在兒 

 童及青少年中間, 吸引孩子們愛主, 扺擋世俗的潮流和吸引。 

9999////11111111 主日為講臺和信息禱告主日為講臺和信息禱告主日為講臺和信息禱告主日為講臺和信息禱告：為勞伯祥牧師禱告, 願神恩待他, 神的聖靈 

 恩膏更新他，滿有能力地的傳講神給他的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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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10(上網)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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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週五晚 8：00 教會有聚會。二樓有兒童聚會,  三樓有 EM 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