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11/20/16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郭懷仁 弟兄                                             

詩歌 Singspiration           荣耀归于真神                                                     會眾 

經文 Scripture                 罗 10:9-10/ 约壹  4:15    

詩歌 Singspiration           自耶穌來住在我心 

                有福的確据 

禱告 Paryer          

見證 Testimony               關欣, 原野, 史娟, 谭础深, Hoi-Yun Lam (林凱恩)         

               

信息 Message                 此心歸處                                   姜學軍 弟兄 

 

浸禮 Baptism                關欣, 原野, 史娟, 谭础深, Hoi-Yun Lam (林凱恩) 

 

報告 Annou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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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 8:00pm)   週五晚聚會   因感恩節假期暫停一次 

        下主日 (11/27 9:30am)  每日讀經班“跟隨耶穌 11/20-11/26 (可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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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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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3/16  奉獻收入/開支  General Offering: $218,059 / Expenses: $237,167 

11 月奉獻   Oct Offering:  $10,843 

2016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收入 $20,389 / 開支 15,875        已發送 Sent: $15,875 
2016 宣教 Mission Fund: $22,7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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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執勤同工：錢大剛弟兄                            本主日招待: 青林 玉山 宗好 

下月執勤同工：姜學軍弟兄                            下主日招待: EM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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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及信息大綱 

 
1. 感恩見證：本週四 11/24 感恩節上午 10：00，教會有感恩見證和愛宴聚

會, 請有感動分享生命成長見證的的弟兄姊妹今天向金海弟兄報名。 愛

宴將是每家一菜, 請準備好煮熟的食物，因教會廚房將不開放烹煮。 

2. 主日信息： 11/27 主日是中英聯合聚會，講員是 Ken 牧師，12/4 主日講

員是金海弟兄，請為講臺信息和講員禱告。 

3. 主日兒童獻詩：11/27 下個主日（感恩節長周末）,天城的兒童們要在大

堂獻詩，請家長們配合，上午 10：00 前準時把您的孩子帶到教會練習。 

4. 同工會：上週二的同工會會議記錄，已經張貼在大門口布告欄内，供大

家閲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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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17 聖經經文月曆：和往年一樣，天城中文學校為大家預備了新的聖經

經文月曆，每家一本，發完爲止，請各大組長向舒佳姐妹認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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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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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為政府掌權者禱告: 雖然美國的新總統已經產生, 我們仍然應該盡基督 

徒的責任為國家、為百姓、為執政掌權者有一顆敬畏神的心，以及治 

理團隊有屬天的智慧代禱。願美國能再次謙卑、悔改，歸向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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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經文:  馬太福音 28:16-20  

 

    28:16 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約定的山上。  

  28:17 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  

  28: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 

        了。  

  28: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 

        他們施洗．〔或作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  

  28: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11/20/16-11/27/16 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 
 

聖經信仰要理問答 48 :  什麼是教會? 

答:  一個因著永生被揀選, 以信心, 愛心, 跟隨神, 學習一起敬拜神的群體。 

經文：帖後 2:13  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因 

為他從起初揀選了你們，叫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 

能以得救。 

禱告：主啊,  我們為著周圍許多不認識你的靈魂和拒絕或不理會你的人 

們，為那些不愛你和教會的人們禱告：我們祈禱你幫助他們, 也來幫助 

我們, 可以向人傳講耶穌基督；幫助我們彼此相愛, 更多明白真理並有能 

力行出你話語的真實；求你幫助我們愛你, 敬拜你, 服事你, 使人看見教 

會, 被吸引靠近你——永活的真神。 阿門！ 

 
11/21 週一為教會尋牧禱告: 中文組需要多一位牧者, 求神預備合適的牧者,  

  與金弟兄和 Ken 牧師, 執事同工們一起配合服事, 使教會更合神心意。願 

  神在我們中間也興起弟兄，願意回應神的呼召, 全心奉獻，榮耀主名。 

11/22 週二為美國為教會禱告:  我们的盼望在乎基督, 社会的希望在乎基督 

  的教会。教会该是世上的盐和光，是福音真理的持守者与传播者，是社 

  会道德与属灵方向的引导者。愿神怜悯美國，堅固祂的教会，使教会得 

  以靠主刚强。让我们祷告教会在基督的恩典中, 在至圣的真道上的合一。 

11/23，24 週三週四為肢體和自己禱告: 1)  過去的周四晚在教會為石光瀛 

  弟兄舉辦了追思聚會。求神安慰痛失至親的石伯母及他們的女兒們，願 

  神繼續感動並帶領石家女兒和親屬們歸回主的懷抱。2) 為林宗漢弟兄也 

  繼續禱告,  醫生要求他術後一百天, 才能自由出門;  但我們看見神已托住 

  弟兄。求神預備宗漢的心，在這期間更多與主親密，自由的敬拜，出來 

  後，能將神的話傳講得更有力。3) 為許多心靈仍憂傷的禱告，求主釋放 

  他們，能穿上喜樂衣，靠主勇敢向前行。 

11/25 週五為兒童主日學禱告: 教會是孩子從小蒙神恩典和祝福的地方, 也 

  是他們學習彼此相愛,與人和睦的課堂。求神引導他們的心, 保守老師們 

  用禱告的心來教課,更祝福家長以神的話教導孩子;靠神的靈來管理孩子。 

11/26 週六為教會牧者及服事團隊禱告：為金弟兄和 Ken 牧師，求神加添 

  他們屬靈的智慧和能力, 每天被神的話語充滿, 心里火熱, 以聖靈的大能講 

  解神的話。願我們服事的各團隊都敬畏神，尊榮祂；願意經歷十架的更 

  新，靈裏合一，愛裏同工地侍奉主。 

11/27 主日為講臺和信息禱告：為中英聯合聚會禱告，求神祝福恩膏 Ken 

  牧師的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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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1/27(上網)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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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五晚 8：00 教會所有查經聚會 因著感恩節假期 暫停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