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經文 Scripture
詩歌 Singspiration

禱告 Prayer
獻詩 Choir
詩歌 Singspiration
信息 Message

詩篇 145:1-13
主手所造萬象生靈
神聖之愛，遠超眾愛
寶貴十架

8/13/17 (10:30am)
鄭勇弟兄
會眾

祢是王 奇異恩典
關懷小組
我心靈得安寧
會眾
神的兒子顯現出來 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2)
羅天祐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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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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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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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 8:00pm) 耶穌基督十字架的道路（李玉惠姐妹）
下主日 (8/20 9:30am) 主日學:門訓班、創世記班、標杆人生班
每日靈修請參考“跟隨耶穌 8/13-8/19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報告及信息大綱
1. 週五晚查經聚會: 8/18 週五晚的查經，李玉惠姐妹將在我們中間繼續分
享四福音書合參“十字架的道路”。盼望大家一起來領受神的話語。
2. 主日信息講員： 8/20 主日的講員是金海弟兄，8/27 主日講員是錢大剛弟
兄，請為主日講臺信息和講員們禱告。
3. 意見箱/代禱事項：弟兄姐妹可将需要的祷告或代祷事项投入意见箱
（具名或匿名均可），以便教会弟兄姐妹一起为这些事项祷告。
4. Starlight Service: 今天地下室的兒童敬拜 Starlight Service 暫停一次，請家
長帶著兒童在大堂一起敬拜。
5. 提名新執事；凡在本教會持續聚會三年以上，合乎聖經(提前 3:8-12)要
求，願意委身侍奉主耶穌基督及天城教會(須要二人以上聯名並事先得
到當事人的同意)者，請在 9/17 日前與金弟兄或執事們聯絡以便進一步
確認，交由執事會作出提名的決定。
6. 福音營報名: 為慕道朋友預備的福音營, 將於九月一日至四日, 在 NJ 南部
的 Harvey Cedars 舉行。主題信息是“美中不足”講員是吳淼垚及劉志雄
弟兄。其它五個專題和講員包括：1.聖經爲什麽可信？ 2. 基督教與其
他宗教有何相異之處；3. 基督教的救贖觀有何獨特之處？ 4. 科學家讓
上帝下崗？5.成癮與脫癮。慕道友免費參加，報名請洽李屏貞姐妺。
7. 大堂地板更新：8/14 週一開始教會大堂區域將整修地板，爲期 6 天，
8/13 主日聚會后需要幫手把大堂椅子下的詩歌本移走，並且把走道和
“慕道班”教室的書櫥搬到圖書館。請身體強壯並願意幫忙的弟兄們，
聯絡蔭培弟兄或子務弟兄。
8/14-8/18 周間工程期間，大堂所有出/入通道, 包括從停車場入口的大門
及接待間，將會封閉不能通行。前往 2-3 樓須要用 320 Beverly Road 的門
或廚房間出入。不便之處請見諒。8/20 主日所有出入通道將恢復正常，
主日聚會照常。
(主要經文: 約翰壹書 2:28-3:12; 18-19)

1/1-8/6/17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159,586/支 Expenses: $150,080
8 月奉獻 Aug. General Offering: $5,072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7,194
$15,000
$0
宣教 Mission Fund:
$8,935
$30,000
$16,000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1,920
$1,165
本月執勤同工:錢大剛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 姜學軍弟兄

本主日招待: 國強 才益 青林
下主日招待: 鉄橋 辛學軍 劉乾

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ebccnj.org 聆聽信息

1. 主除掉人的罪 (3:5)
約壹 3:5 你們知道主曾顯現、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並沒有罪。
2. 主除滅魔鬼的作為 (3:8)
約壹 3:8 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
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神的兒子

3. 我們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穩 (3:19)
約壹 3:19 從此、就知道我們是屬真理的、並且我們的心在神面前
可以安穩。

8/13/17-8/20/17 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
8/14，15 週一週二為教會禱告: 主耶穌是生命的糧，但主確告訴門徒“我
的食物就是遵行那派我來者的旨意，並且完成祂的工作”。“子憑着自
己不能作甚麼，惟有看見父所作的，子纔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樣
作。”求主開啓我們看見父與子合一的見證，更深認識生命的主，並且
順服在祂裏面得生命。主啊！幫助我們行祢生命的道，因祢在地上的日
子已經為我們做了榜樣，使我們可以效法祢，行事爲人合神心意。為神
在天城教會設立的牧者們禱告: 求神賜他們愛主的熱情和飢渴慕義的心，
聖潔地活在主面前，被聖靈充滿，有屬天的異象和服事的能力，忠心侍
主, 看顧羊群，完成神的托付。愛神、愛人, 行道、傳道。為執事團隊禱
告:求神賜他們愛主的熱情,心裏火熱、渴慕愛主;更多禱告,完全的依靠，
分別為聖，全然歸主，滿有能力地事奉主。
8/16,17 週三, 週四為肢體禱告: 主說「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
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1）繼續為林宗漢弟兄禱告，求神使他在
家中休養的日子，成爲他生命的祝福：更深親近與主相交，摸著主的心
意。求主托住弟兄，扶持引導他, 每一天靠主得勝；因著信, 滿有喜樂
和平安，經歷生命的更新。2）為李法瑞先伯母（李曉霞的母親）禱告：
她的肺功能衰弱,需要吸氧幫助呼吸, 每天的睡眠時間大大增加，但有平
安，求神恩待老姐妹,在軟弱的日子裏, 靠主平靜安穩。3）邵循道伯父
已經出院，感謝主帶領老弟兄經歷高山低谷，恩典一路相隨。
8/18 週五為八月中的留學生迎新禱告： 8/19 周六學生團契將有新生迎新
會，求神帶領留學生們，在神的預備中相聚，被祂榮耀的愛吸引, 願意
來認識耶穌；求主的靈充滿在服事的同工們的心里, 使他們靠著加力量
的主，服事有力，喜樂滿滿，與新生有美好的互動，建立友情。
8/19 週六為福音營禱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願神祝
福勞工節長周末的營會，施恩給所有的講員，滿有聖靈的恩膏, 釋放屬
天的信息；求神保守大會的各項服事和同工們的配搭, 在愛中連接，盡
都順利；願主的靈親自觸摸和感動被邀請慕道友的心, 使他們的心成爲
好土，承受福音的種子，回應神的愛, 進入神愛子光明的國度；求主除
去魔鬼一切的攪擾，斷開鎖鏈，使被擄的得釋放，願神的名得榮耀。
8/20 主日為聚會和信息禱告: 神啊, 主日的清晨我們聚集敬拜、讚美稱頌
祢榮耀的聖名；願主的名在這地被高舉，惟有祢是配得！求主鋻查我們,
看我們裏面有什麽惡, 使我們悔改, 蒙赦免, 得潔淨; 求聖靈引導, 開啓人
心, 使我們遇見神；為金海弟兄禱告, 求神恩膏, 釋放屬天信息。
讀經進度:跟隨耶穌 8/13-8/19(上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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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