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11/26/17 (10:30am) 

宣召                                                                                       EM Group    

詩歌                   祢真美好                                                   會眾    

                  信實到底 

                 我心之王 

               我神何等偉大               

禱告 

要理問答                             

信息   基督信仰裏的自由                     羅天祐牧師 

擘餅 

愛筵  (歡迎在愛心中一起享用) 

              報告及代禱事項 
 

1. 週五晚聚會:從十二月初到明年一月底,羅天祐弟兄將帶領大家交流學習

『情感與靈命』這個主題. 很多時候基督徒追求真理的認識，追求所謂的 

『靈命』成長，忽略了自我情感的成熟，因此，加拉太書第五章 22 到 

 23 節所記載的這些事情，不但無法成就，反而造成 19 到 21 節的氾濫， 

 非常可惜。盼望弟兄姊妹們參加。 

2. 聯合禱告會：11/28 週二是中英文聯合禱告會，地點教會三樓，請大家 

  一同來到神面前敬拜祂，把教會的事工和各樣的需求帶到施恩寶座前。 

3. 關懷小組： 2018 關懷聯絡分組名單開始更新，如您的聯絡信息有任何 

  變動 (電話/地址(五年内有過變動)/電郵)，請把更新后的資料立刻 交給 

  您所屬關懷小組的大組長。請大組長把收集的信息，今天交給教會秘書 

  歸檔。 感謝您的合作。 

4. 2018 聖經經文月曆：天城中文學校為大家預備的聖經經文月曆，將通 

  過關懷小組組長向各家庭發放。請大組長今天向周舒佳姐妹認領。 

    
週五晚 (12/1 8:00pm)  週五晚 耶穌的受難和復活 

下主日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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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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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9/17 奉獻 General Offering:收 Received $227,126/支 Expenses:$226,619 

11 月奉獻 Nov General Offering: $16,419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13,044                 $13,875            $13,875 

宣教 Mission Fund:                 $32,345                 $32,000            $26,000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1,920                                         $1,789 
 

   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ebccnj.org 聆聽信息 

                          Worship Program 
 
Call to Worship                                                                      EM Group       
Singspiration       You Are Good 

       Faithful to the End 
       King of My Heart 
       How Great Is Our God 

Prayer      
Catechism                     Michael Shum 
 
Message         The Freedom from the Christianity View        

             Pastor David Lo 
 
2017 Christmas Challenge                                                    Pastor Ken 
Communion and fellowship                                              Jackson Wan                          
Love Feast  
Scripture：Galatians  5:1 It is for freedom that Christ has set us free. 
Stand firm, then, and do not let yourselves be burdened again by a yoke 
of slavery… 5:16 So I say, walk by the Spirit, and you will not gratify 
the desires of the flesh. 17 For the flesh desires what is contrary to the 
Spirit, and the Spirit what is contrary to the flesh. They are in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so that you are not to do whatever you want. 18 But if 
you are led by the Spirit, you are not under the law. 
加拉太書 5：1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

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5:16 我說、你們當順着聖靈而行、就不放縱

肉體的情慾了。 17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

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作所願意作的。 18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

在律法以下。 

  
Announcement 

 

1] There will be a joint prayer meeting on 11/28 at 8 PM on the 3rd  
    floor. Please come and join us. 

 

2] Friday Night Fellowship on Friday at 8 PM on the 3rd floor. 
 
3] EM Winter Retreat 2/16-18/2018 (Friday-Sunday). 
 
4] EM Christmas Party 12/22 Friday at 7 PM (dinner will be provided). 
 
5] Thank you to those who generously donated to the Thanksgiving  
    Food Drive to bless our community. 
 



11/26/17-12/3/17 主日信息及禱告事項 
 

 
11/27,28 週一週二為教會禱告: 基督是教會的頭，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  

 分別出來，歸主為聖的；求主開啓屬神的子民，因著聖靈的内住，生 

 命日益更新，按著生命, 按著聖靈來更深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遵行神的旨意，把福音帶給周圍的人，因爲神不但藉著基督使我們與 

 祂和好，又將勸人與神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了。為天城教會的牧者們 

 禱告: 求神把對天城教會的異象，清楚地顯明在牧者們的心中，願他們 

 敬畏耶和華，主活潑的道啓示在他們裏面；求主保守他們同心合意, 忠 

 心事主, 牧養主的群羊, 使羊群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為 

 執事團隊禱告：求主的靈引導他們的侍奉，專心仰賴主，不單是爲主 

 做工，更是與主同工，同行；求主堅固他們手中的工，合神心意。 

11/29 週三為 EM 禱告：1）為年輕的一代與主建立親密的個人關係禱告: 

 求主保守他們不隨從世界的風俗,而是藏身在祢裏面，每天有心尋求主 

 面；2）為初、高中生的主日讀經分享禱告: 求神賜能力智慧在帶領的 

 弟兄姐妹裏面, 使他們能把神的道說得明白, 求聖靈幫助孩子們理解真 

 道。求神塑造我們的下一代，分別為聖，願意將最好的奉獻與主。 

11/30 週四為肢體禱告: 1）為在醫院裏的林宗漢弟兄禱告, 求主止息排 

 斥，保護弟兄身體免受藥物的傷害，加添正秋力量照顧丈夫，賜平安 

 在宗漢夫婦裏面。我們仰望主完全的醫治成就在宗漢身上。2）為車禍 

 受傷的蘇德母子禱告,求主完全醫治他們的傷痛, 更深經歷恩典的主。 

 3）為在職場辛勤工作的肢體禱告：主說“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主， 

 祢是藏身處，每當疲憊、懼怕、擔憂時，求祢扶持加添力量，祢顧念我 

 們的需要，祢是耶和華以勒，是我們天上的父。4）為所有在困境，難 

 處和軟弱中的肢體禱告,求主引導扶持,每天蒙主安慰, 靠主得勝。 

12/1 週五為關懷團契禱告：求主祝福關懷小組成爲愛的團契，肢體間彼 

 此相愛，關顧，樂意擺上自己。弟兄姐妹們更是能在一起追求屬靈的 

 長進，在主的話語裏同蒙建造，身心靈得以健壯，有滿足的喜樂。 

12/2 週六為美國禱告：主啊，求祢堅固我們的心，常常為我們居住的這 

 地禱告，指教我們不犯任意妄爲的罪，靠著主持守真理，不為世俗之 

 風搖動;求主光照國家的領導者，看見美國得罪神的地方，願意俯伏， 

 帶領人民自卑、禱告，尋求主的面，悔改轉離惡行, 歸向神。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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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聖靈 

 帶領敬拜，激勵每一位的心，火熱愛主。願我們口唱心和的頌讚達到神 

 榮耀的寶座前，蒙悅納！求神大大感動和恩膏講員金海弟兄，釋放屬天 

 的信息。願講的和聼的同感一靈； 

 
讀經進度:跟隨耶穌 11/26-12/2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                    ***                           ***                ***               *** 

12/1 週五晚 8：00 教會有查經聚會。二樓有兒童聚會,  三樓 EM 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