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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散那
你信實何廣大
貧窮和無能爲力的人
醫治的雙手

EM Group
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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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Group
Hosanna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All the Poor and Powerless

Prayer
Ken 牧師

Message
Love Feast

Healing Hands

Pastor Ken

愛筵 (歡迎在愛心中一起享用)

報告及代禱事項
1. 青少年家長會：12/11 下午 1：00，Ken 牧師、英文組同工和青少年家
長在三樓有一個交流會，請有這年齡段孩子的家長準時出席。
2.支助全球醫療船: Ken 牧師年底將動員全教會大人、孩子對外宣教機構
或團體進行金錢援助。這次是資助海地全球醫療服事船，幫助當地民
衆，解決每天 8 万人對潔淨水的需要並提供家庭急救箱。
3.英文組冬令退修會: 明年 2/17-19 將有三天兩夜的聚會, 請家長們為孩子
們預留時間, 並鼓勵他們參加, 與同齡人一起追求。
4. 2017 聖經經文月曆：天城中文學校為大家預備的聖經經文月曆，已經
通過小組長向各家庭發放，數量有限，沒領到的，可詢問舒佳姐妹。
5. 教會整潔：為保持教會的整潔和暢通，請大家不要在大門走道口或各
教室、圖書館等遺留書籍、衣物玩具、食物和隨意堆放物品，若您有東
西想捐獻給教會，請事先詢問周舒佳姐妹。大門口的“失物招領”箱，
將會在每月底清空一次，請失主們儘快自行認領。
週五晚 (12/2 8:00pm) 週五晚聚會：將來的審判
下主日 (12/4 9:30am) 每日讀經班“跟隨耶穌 11/27-12/3 (可上網)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舊約概論（小先知書）；門徒訓練；
1/1-11/20/16 奉獻收入/開支 General Offering $225,605 /Expenses:$238,671
11 月奉獻 Nov. General Offering：$18,389
2016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20,389/15,875
已發送Sent: $15,875
2016 宣教 Mission Fund: $22,996/55,000
已發送Sent: $33,425
2016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4,340/5,000
已發送Sent: $2,220

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ebccnj.org 聆聽信息

（Scripture/信息經文：Matthew 8:1-3/馬太福音 8：1-3）
8:1 When Jesus came down from the mountainside, large crowds
followed him.
8:2 A man with leprosy came and knelt before him and said, “Lord, if
you are willing, you can make me clean.”
8:3 Jesus reached out his hand and touched the man. “I am willing,” he
said. “Be clean!” Immediately he was cleansed of his leprosy.
8:1 耶穌下了山、有許多人跟着他。
8:2 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來拜他說、主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
8:3 耶穌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罷．他的大痲瘋立刻就
潔淨了。

Announcement
1] The English Ministry will be having a Winter Retreat 2/17-2/19.
More details to come, but please save the date and encourage our
members to attend.
2] There will be a special meeting on 12/11 for all parents with children
in the English Ministry. The meeting will be on the 3rd floor at 1 PM.
3] Please join us this coming Tuesday at 8 PM on the 3rd floor for a
joint prayer meeting.
4] We have a new website: www.ebccem.com

11/27/16-12/4/16 主日信息及禱告事項
聖經信仰要理問答: 45）是不是單單藉著洗禮的水可以將罪洗淨?
答: 不, 只有耶穌的寶血可以潔淨我們的罪。
經文：路 3：16 約翰說：「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
更大的要來，我就是給他解鞋帶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禱告：天父, 我們來到你面前禱告. 因著耶穌基督以及祂為我們所流的寶
血, 你赦免我們所有的罪. 謝謝你, 我們可以藉著耶穌基督與你和好. 幫助
我們認識, 因為確信基督代替我們所完成的工作, 使我們心中對於蒙饒恕
沒有懷疑. 感謝你，因著耶穌, 你除淨我們所有的罪, 永不再被看見, 阿們.
11/28 週一為教會中文組尋牧禱告: 求神賜下有為父心腸, 有牧養, 治理恩
賜, 被神呼召的全時間工人, 與金弟兄、Ken 牧師一同來帶領神所託付的
羊群，並且與執事同工們一起配搭服事神的教會。
11/29 週二為國家執政掌權者禱告：[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 他所
揀選為自已產業的, 那民是有福的。] 為美國選出來的新總統禱告, 求神
讓他對這個職位忠心, 對美國面對的內外情勢有正確的認識, 不怕压力,
能用敬畏神的心治理國家, 成為眾人的僕人。
11/30，12/1 週三週四為肢體和自己禱告: 感謝主，週四的感恩節聚會，讓
我們看見這一年神在天城教會擺下很多生命的見證，來彰顯祂的榮耀。
轉眼進入一年的最後一個月,讓我們為明年自己的屬靈追求禱告, 安靜的
尋求, 讓神為我們選擇該走的路, 得著基督要我們得著的。請繼續為林宗
漢弟兄的恢復禱告, 感謝主, 弟兄在這段休養期間, 能與主建立親密的關
係, 以至他勇敢的來到主日聚會及禱告會, 與弟兄姐妺同心敬拜，代禱。
求神保護並使用這個家, 經過水火，能將祝福、平安帶給周圍更多的人.
12/2 週五為英文組禱告：明年二月, 英文組將會有三天二夜的冬令會, 求
神預備家長的心, 樂意把孩子送去, 並為孩子祝福禱告。願在這聚會中，
年青人的信心被堅立。也為 Ken 牧師及同工們禱告, 願他們在主的光中,
引領年輕一代經歷神，認識基督，成爲他們生命的至寶。
12/3 週六為教會牧者及服事團隊禱告：為金弟兄和 Ken 牧師禱告, 願主無
條件犧牲的愛, 每天充滿在他們里面, 賜他們活潑的靈命, 每天歡喜尋求
主的榮面, 得著神話語的亮光，並遵行祂的命令，活出得勝的生命。為
執事們及將要成為執事的弟兄姐妹禱告, 求神的靈在新的一年更深地帶
領他們，賜下服事的熱情、智慧和能力， 專心愛主、忠心侍奉。
12/4 主日為講臺和信息禱告：為主日聚會禱告，求神祝福恩膏金海弟兄
的口，釋放屬天的信息，觸摸靈魂，造就生命；求神的靈運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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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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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