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11/5/17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主在聖殿中                                            岑蔭培弟兄                                                                                            

詩歌 Singspiration        榮耀歸於至高神                                                會眾 

                                    頌讚主尊名 

經文 Scripture              賽 7:14, 賽 9: 2,  6-7,  來 1:1-3                                                                   

詩歌 Singspiration        我歌頌祢 

經文 Scripture              約 3:16, 徒 4:12, 提 前 2:5,  約 20:31   

詩歌 Singspiration       惟有耶穌                                                          

禱告 Prayer          

獻詩 Choir                  主若是                                    天城詩班 

  

信息 Message              教会 - 神的家               田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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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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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am         姐妺成長班     (楊曉榮)                            816 - 8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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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 7:30pm)  耶穌的微行分享 – 孤單被棄 

      下主日 (11/12 9:30am)  主日學: 門訓班，創世記班，標竿人生班 

                                         每日靈修請參考“跟隨耶穌 11/5-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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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9/17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210,707/支 Expenses: $215,875 

10 月奉獻 Oct. General Offering: $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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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45                  $32,000             $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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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執勤同工: 葉    湘弟兄                          本主日招待:  子務 樹範 劉嶸 

下月執勤同工: 鄒玉山弟兄                          下主日招待:  辛學軍  劉乾 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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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新牧者: 感謝主, 羅天祐弟兄已經於 11/1 就任, 將與金弟兄和 Ken 

牧師及執事團隊一起負責天城教會的牧養和治理, 請多為牧者們禱告。 

2. 同工會：星期二 (11/7) 晚上有同工會, 將報告牧者的交接分工計劃以及

年底前的特別聚會, 請同來關心並代禱。有任何建議請洽金弟兄或 

執事們。 

3. 天恩團契：周六 11/11 上午 10:00 點是教會年長者聚會。内容包括：敬

拜、信息、練詩、愛宴和慶生,盼望伯父母們預留時間，一同來蒙恩。 

4. 秋季受浸班：下兩個主日 11/12 & 11/19 將有受浸聚會。感謝主,目前已

經有十幾位報名。求神祝福他們生命豐盛，認識主，愛主更深。 

5. 感恩見證：11/23 感恩節上午 10：00，教會和往年一樣有感恩、愛宴聚 

會, 請有感動分享見證的弟兄姊妹向金海弟兄報名。愛宴將是每家一菜 

 的形式，請大家準備好煮熟的食物，因教會廚房將不開放烹煮。 

6. 新執事提名: 執事會通過林俊慧和李屏貞的提名,  請為他們禱告。若發

現有不合聖經對執事要求的行爲 (提前 3:8-13), 請以書面並具名方式在

11 月底前, 把您的意見投入意見箱。 

7. 幼童照顧: 請 2-4 歲幼童父母 12:30 準時到地下室接出孩子, 以便教室空

出使用。4-11 歲幼童 10:30 前由家長親自送入地下室參加 Starlight 敬拜. 

8. 感恩節捐贈: 11/14 前將物品放在進門容器內，捐贈項目請按墻上清單

要求，沒有列出的物品請不要投入其中。願神祝福您愛心的擺上。 

 
  經文：提前 3:15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 神的家中當怎樣 

         行．這家就是永生 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一. 教會是什麼?    

                   (一) 永生神的 "家"  

    1."教会"  第一次出现 【太 16:18】 

    2. 含义: ekklēsia: 神呼召出来的人 
 

                   (二)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1. 核心是基督: 真理和生命 【约 14:6】  

    2. 根基是十字架 【约 19:30】 
 

二. 教會作什麼? 【提前 3:15】 

              (一) 對內 (家) 

    1. 传扬基督的救恩 【罗 5:2】【来 13:9】 

    2. 造就门徒,彼此相爱 【罗 12:1-2,林前 12:13-27】  
 

      (二) 對外(世界) 

    1.向世界传扬基督的救恩【约 4:34-35】 

   2.向世界见证基督的爱,显明基督肢体的生命 【约 3:16】 
  

http://www.ebccnj.org/


11/6/17-11/12/17 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 

 
 

11/6, 7 週一週二為教會禱告: 主啊，祢是教會的頭，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要在這地上發光、傳揚主名，彰顯神的榮耀。求主保守天城教會是敬畏 

  神，並且與世界聖別的教會，是永生神的家，有基督的愛顯在其中。感 

  謝主為天城教會預備羅天祐牧師，他已經開始牧會。求主恩待祢的僕人， 

  順利融入新的環境，帶著主同在的恩典和能力，服事主、扶持人。求主 

  祝福我們的心，在恩典中接納、愛護、敬重主的僕人，使我們在基督裏 

  合而爲一，歡喜奔跑天路。為天城教會的牧者們禱告: 主啊，願祢更新、 

  光照、 煉淨祢的器皿合乎主用；願他們敬畏耶和華，祢就與他們親密， 

  主活潑的道啓示在他們裏面，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使羊群得著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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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週三為肢體禱告:  主說「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 

  的软弱上顯得完全。」 1）為林宗漢弟兄禱告：弟兄的腸道，最近因著 

  排斥的問題，出現比較嚴重的腹瀉。求主憐憫保守宗漢在主裏身心靈平 

  安，身體不受藥物的傷害，排斥可以停止。我們等候主完全的醫治成就 

  在宗漢身上。2）為在困境、難處和軟弱中的肢體禱告，求主引導扶持， 

  每一天蒙主安慰, 靠主得勝, 因深知“洪水汎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 

11/9 週四為受浸班禱告: 求神堅固這兩周要受浸的弟兄姐妹們的信心，帶 

  領他們勝過一切的攪擾和攔阻；求聖靈充滿更新他們的生命,看見神手的 

  工作, 就歡喜見證這位奇妙者大能的作爲，把榮耀歸主。求主繼續賜能 

  力給同工們, 將真理闡明, 幫助新蒙恩的弟兄姐妹全心跟隨主耶穌基督。 

11/10 週五為 EM 禱告：1）為年輕的一代與主建立親密的個人關係禱告:他 

  們所要面對的是一個更加黑暗的世界，求主保守他們不隨從世界的風俗， 

  藏身在祢裏面，每天有時間讀經、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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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聖靈幫助孩子們能理解真道；3）為十一月份年輕人 

  要參加的社區服務禱告: 願神藉他們的愛心服事，可以把福音帶給人們。 

11/11 週六為美國禱告：在這末後的世代，背棄真道的事在美國加增, 愛主 

  的心冷淡, 天災人禍接踵而至。主啊，救我們脫離不冷不熱的光景，堅 

  固我們的心，持守真理，不為異教之風搖動；指教我們不犯任意妄爲的 

  罪；求主光照總統和國家的領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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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主日為聚會的見證和信息禱告:  為受浸聚會禱告，求神的靈運行, 釋 

  放人心來見證、榮耀主的名。願講的和聼的同感一靈，聖靈藉著見證， 

  感動激勵每一位的心，更深愛主。求神保守聚會不見一人，只見耶穌。 

 
讀經進度:跟隨耶穌 11/5-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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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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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