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6/18/17 (10:30am) 

宣召                                                                                         EM Group    

詩歌              激烈的愛                                                               會眾   

             每當我瞻仰祢             

          千萬個理由                 

禱告 

獻詩         沒有什麽能使我與你分離       兒童詩班 

信息          為人父不簡單              金海弟兄 

報告 

擘餅、團契             

愛筵  (歡迎在愛心中一起享用) 

              報告及代禱事項 
 

1. 歡迎新牧者: 感謝主,  羅天祐弟兄已正式接受 EBCC 全職傳道人的職份

並定於 11/01/2017 正式履行職務。從今至十一月期間，將择期在本教會

聚會及崇拜，參與講台服侍，小組聚會等活動，以祈與弟兄姊妹有更深

切認識。請弟兄姊妹在代禱中記念神為我們所差派的僕人。 

2.禱告會: 6/27 週二晚 8：00 教會有中英聯合禱告會，我們一起敬拜神，

為教會的各樣事工和肢體的需要禱告，尋求主的面；同時也經歷神的信

實和祂大能的作爲。在此邀請大家在這樣事奉上同心參與。 

3.主日信息講員: 6/25 講員是錢大剛弟兄;7/2 講員是金海弟兄；請為主日

講臺信息和講員禱告。 

4. 暑期兒童聖經營: 時間訂在 8/7-8/11，年齡四嵗或以上的兒童，歡迎報

名, 報名表格在布告欄, 報名費$25, 表格和費用請交給 Stephanie 或慕嵐姐

妹。若是到七月第一個主日 7/2 我們沒有收到 15 位以上的報名，今年的

暑期兒童聖經營可能會考慮停辦，請有意願的家庭抓緊在下周日前報名. 
    
週五晚 (6/23 8:00pm)  耶穌微行-四福音合參十字架的道路（李玉惠姐妹） 

下主日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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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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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1/17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125,823/支 Expenses: $110,477 

6 月奉獻 June General Offering: $12,275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5,269                  $15,000              $0 

宣教 Mission Fund:                 $2,800                  $30,000              $8,000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1,920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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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erce  

     When I Look into Your Holiness 

     10,000 Reasons                          

Prayer    

Catechism       Question #21   

Choir                    Nothing can keep me from you                 Starlight 

Message                Fatherhood is not easy             Pastor King 
Announcement 

Communion & Fellowship 

Love Feast  

Scripture：Colossians 3:21;  Ephesians 6:4; 

Colossians 3:21 Fathers, provoke not your children to anger, lest they 

be discouraged. 

Ephesians 6:4 And, ye fathers, provoke not your children to wrath: but 

bring them up in the nurture and admonition of the Lord. 

 

1. Warning: discipline, but do not discourage, your children 

2. Encouragement: raise your children by following biblical teaching 

3. A delicate balance 

 Heavenly Father’s heart： 

 Grace versus Truth, Guidance versus Responsibility  

  

Announcement 
 

1] Welcome our New Pastor: Praise the Lord; Brother David Lo has  

accepted our offer of full-time pastor. He is scheduled to start on  

Nov. 1st, 2017. From now to November, brother Lo will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sermon, worship, and fellowship activities to build  

up relationships with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at EBCC. Please keep  

brother Lo in your prayers, as God has provided his servant to us. 
 

2] Prayer Meeting: There will be a joint prayer meeting on 6/27 at  

    8 PM on the 3rd floor. Please come and join us. 
 

3] VBS: This year's VBS will be August 7-11. Please contact Stephanie  

Ho with questions or to register.  
 

4] Summer Picnic: EM will be having a picnic on 6/24 at 9:30 am at  

Alpine Grove.  

 

http://www.ebccnj.org/


6/18/17-6/25/17主日信息及禱告事項 
 

信息經文:西 3:21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恐怕他們失了志氣. 

弗 6:4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着主的教訓和警戒、養

育他們。   

(一) 警告: 教養兒女不要使他們失了志氣 

(二) 鼓勵: 教養兒女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 

(三) 要如何才能作好以上的平衡?  

(1) 以天父的心給兒女們恩典和真理的平衡 

         (2) 以天父的心給兒女們教導和責任的平衡 

 
6/19，20 週一、週二為教會禱告:  主啊，願祢的愛澆灌在教會中，幫助 

  我們捨己，跟隨主；彼此切實相愛，使基督完全的愛，顯在教會中, 成 

  爲見證；主啊，求祢興起代禱者,  明白禱告的大能，願意委身付代價站 

  在破口中, 為這城祈求守望；求神賜我們敬畏順服主的心, 同心合意興旺 

  福音。為神賜天城教會的新牧者羅天祐弟兄感恩並獻上感謝。為金海弟 

  兄和 Ken 牧師禱告: 求神向他們仰臉，光照他們，賜下靈裏的開啓，得 

  著話語，來牧養神的百姓。 願神的能力充滿他們，成爲用生命傳道之 

  人。為執事團隊禱告:  求神賜他們更深的渴慕，更多的禱告，完全的依 

  靠，分別為聖，全然歸主，活出基督的生命，滿有能力地事奉主。 

6/21, 22 週三,週四為肢體禱告: 1）為凌金珠姐妹禱告, 她今天大腸手術,求 

  主預備一切, 以馬内利的主與金珠伯母同在,保守她手術和恢復盡都順利,    

  這件事成爲神在她身上的又一個見證。2）為王宗好弟兄禱告: 他肺部的 

  陰影, 有待進一步確定性質,  求神保守弟兄的身心靈, 有主同在的平安。 

  3）為邵伯伯感謝神，他目前入住療養院，老弟兄藉禱告，靈裏常與主 

  親近，身體也在逐漸恢復中。 4）為林宗漢弟兄感謝神, 他可以再次囘 

  到我們中間,一起敬拜主。求神完全的醫治臨到弟兄, 賜他身心靈健壯。 

6/23, 24 週五,週六為英文組禱告：感謝主，進入暑假，很多大學生又回 

  到我們中間，求主使他們在這段日子與主有更深的親密，有教會團契的 

  生活；這個夏季英文組有 VBS 和社區的服事，有戶外聚會, 求主祝福他 

  們各樣的服事和聚集; 求聖靈賜能力給年輕同工，在學習侍奉主的同時, 

  彼此有生命的相交，在主裏同得建造。  

6/25 主日為聚會和信息禱告: 神啊, 主日的清晨我們聚集敬拜、讚美稱頌 

  祢榮耀的聖名；願主的名在這地被高舉，因唯有祢配得；求主鋻查我 

  們, 看我們裏面有什麽惡, 使我們願意悔改, 蒙赦免; 求聖靈引導，開啓人 

  心, 使我們遇見神；為錢大剛弟兄禱告，求神恩膏，釋放屬天信息。 

 
 

讀經進度:跟隨耶穌 6/18-6/24(上網)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  ****  ****  ****  ****  

每個週五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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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