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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埃及記 20：1-20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普世歡騰

禱告 Pray
詩歌 Singspiration

主活

信息 Message

最後晚餐后的代求

5/3/20 (10:30am)
葉湘弟兄
會眾

于慕潔長老

報告 Announcement
擘餅,團契 Communion&Fellowship (慕道班, Truth-seeker class)
愛筵 Love Feast (暫停)
禮拜日

9:30am

成人主日學

(網路)

836–1771

禮拜六 7:30-9:30pm 詩班隔周查經 (網路)
禮拜二 8:00-10:00pm 禱告會
(網路)

921 - 9323
836 - 1771

禮拜三 10:15am
姐妺成長班
禮拜五 8:00-10:00pm 查經,分享

(網路)
(網路)

230 - 4966
836–1771

(網路)

461 - 3437

EM 青少年

週五 (5/8/19 8:00pm) 網路小組查經 以弗所書，腓立比書、約翰福音、
創世紀、羅馬書、馬可福音；
英文組青少年週五晚查經 8:30 開始，Zoom. 367-955-358; pw: 899823
主日 (5/10/19 9:30am) 空中成人主日學 新約約翰福音 zoom 402385186
舊約約書亞記 zoom 3365539670

中文堂主日上午聚會 10:30 在教會網站 www.ebcccm.org 直播

報告及信息大綱
1. 新冠肺炎病疫: (本教會臨時特別措施更新)
新冠肺炎病疫蔓延全美國各地，情況異常嚴峻。紐約、新澤西更是重災
區。為確保弟兄姊妹及家庭平安，理事會重申，决議以下臨時特別措施
直至另行通告為止：a) 本教會自 3/8 起，在教堂舉行的主日崇拜和主日
學聚會，改為線上即時進行。其他周間聚會，包括週二晚禱告會皆改爲
網路聚會形式。b) 各班成人主日學和主日崇拜、証道，將會按正常時間
9:30 & 10:30 在 zoom 開始, 弟兄姊妹可与家人一同在線上學習及崇拜。c)
在此期間,按所需要, 同工會盡力加添其他所需項目, 屆時將另行通告.
天城網路:(中文部) https://www.ebcccm.org.(英文部) https://www.ebccem.com.
2. *主日講員：5/10 講員是羅天祐牧師；5/17 講員是錢大剛弟兄; 請為主日
講員和信息禱告。
3. 遠程奉獻方法: 弟兄姊妹平安！因流行新冠肺炎的關係, 各人只能留在
家中經網路作崇拜，因而不能親自把奉獻帶到教會。建議用郵寄方式將
支票直接寄到本教會財務部。同時請參閱本教會網頁所提供的其他方法.
教會地址 East Bergen Christian Church
320 Beverly Road,
Teaneck, NJ 07666.
4. 2020 VBS 預定 7/27-7/31/20 上午 9:00-12:00 點；营会招生年齡是 9 月份上
pre-k 到 6 年级. VBS 团队已经开始筹划， 邀请中英文堂一起参加服事，
有负担的弟兄姊妹们请与 Lily 师母联系：lilychurch2017@gmail.com。
信息主要經文: 約翰福音 17：20-26；12：27-28；
約 17:20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
21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在
我們裏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22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

*** 申命記 16:16-17 … … 在耶和華你神所選擇的地方朝見祂, 卻不可

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 23 我在他們裏面、你在

空手朝見。各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華你神所賜的福分奉獻禮物 ***

我裏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

1/1-4/30/2020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78,566 支 Expenses: $94,863
4 月奉獻 Apr.2020 General Offering: $20,134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5,044
$8,000
宣教 Mission Fund:
$4,798
$20,000

同我在那裏、叫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的榮耀．因為創立世界以前、你已

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24 父阿、我在那裏、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
經愛我了。 25 公義的父阿、世人未曾認識你、我卻認識你．這些人也
知道你差了我來。26 我已將你的名指示他們、還要指示他們、使你所
愛我的愛在他們裏面、我也在他們裏面。
約 12:27 我現在心裏憂愁、我說甚麼纔好呢．父阿、救我脫離這時候,

本月執勤同工: 錢大剛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 陳予邃弟兄

但我原是為這時候來的。 28 父阿、願你榮耀你的名．當時就有聲音從
天上來說、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

5/4-5/10/2020 主日信息及禱告事項
5/4 週一為教會禱告: 今年教會主題是”生命與事奉”求聖靈更新人的眼
光，使我們能夠有新心、新靈，來事奉我們的活神。求福音真理的聖靈，
使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因此靈命更新，得以持續的
成長、成熟，使得教會能夠得著一批靈命成熟、真理老練的貴重器皿。
求主興起他的百姓, 有願意事奉神的心, 使全教會的“愛”在知識和各樣
見識上多而又多,能分別是非(或作:喜愛那美好的事), 作誠實無過的人, 直
到基督的日子；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神。
5/5,6 週二/三為疫情和世界禱告: 求主幫助世人知道我們多麼軟弱，我們
多麼需要赦免世人罪孽的耶穌基督；求主讓所有的人看見我們掌握的控
制權非常的少，我們需要的是謙卑在神的面前；求主讓所有的人明白這
個世界是可以震動的，唯有神的國是不震動的；求主幫助人們知道，我
們心中所有的偶像正在崩潰，正在被一個病毒撕毀所有使我們分心的人
事物；求主使所有的基督徒看到我們生活中的罪惡並悔改、我們的信仰
變得更加堅強、更加勇敢地分享耶穌，福音和祂的愛；求主使許多不信
者對福音更加開放，並願意考慮永恆的事物；求主使許多人比以往任何
時候都更多閱讀聖經，祈禱和敬拜神；求主使所有的人能夠以『感恩』
來取代普遍認為『應享的權利』 ，敬虔度日。
5/7,8 週四週五為肢體禱告: 1)曾多年在教會聚會，幾年前因行動不便，搬
入養老院的王廣心老姊妹，于 4/27 週一平安離世，安息主懷。在愛心家
庭幫忙下，已辦妥一切後事。求神親自記念默默付出關愛的弟兄姊妹。
2）求主扶持保守身體軟弱的肢體，使他們在無助的時候，心卻更深依
靠主，靈裏得剛強。求主安慰我們中間在這段日子中失去親人的家庭，
藉著教會的禱告和肢體的關懷，真實地得著從神來的安慰；3）為著受
疫情影響，失去工作的肢體和受到經濟重創的家庭；為還在工作，卻面
對更大壓力的肢體禱告：求神帶領我們來經歷“耶和華以勒”祂是我們
供應者的豐富和真實。求主賜全然仰望、依靠神的心志，使我們在艱難
中，不至失了信心；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在此期間身心靈健康。4）為所有
尋找工作或轉換工作的弟兄姊妹禱告: 求神賜他們一個穩定適切的工作，
好能照顧他們的家庭。
5/9 週六為各團契禱告: 求神保守各個團契每一次的網絡聚會，以神的話
語為中心，藉著聖靈的帶領，一起思想、分享、鼓勵，領受共同的託付
和異象 ，發展出成長的屬靈團體。
5/10 主日為聚會和信息禱告: 主日的清晨，我們喜樂地來到主面前，求神
潔淨我們，願我們存著感恩的心，來朝見祂的榮面！願榮耀、稱頌、尊
貴、權柄都歸于神。求神膏抹祂的僕人羅天祐牧師，釋放屬天的信息；
求神賜渴慕的心，開啓我們的耳朵，明白真道，同心合一，同蒙造就。
我們一同仰望，把感謝讚美歸于帶領我們走天路的三一真神。

教堂聚會暫停，週五晚上 8:00 中、英文查經，改成 Zoom 網路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