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12/3/17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鄭勇弟兄                                                                                                                

經文 Scripture                  詩篇 95:1-7                              會眾 

詩歌 Singspiration             讚美我主，全能主神                                                   

經文 Scripture                  詩篇 91:1-2,14-16   

詩歌 Singspiration            我歌頌你 

                  尽情的敬拜                                   

禱告 Prayer          

獻詩 Choir                        禱告歌                                                       小組團契 

詩歌 Singspiration             善牧慈恩 

信息 Message                    約翰福音(18)–好牧人與我                    金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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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8:00pm)  週五晚『情感與靈命』---- 羅天祐弟兄  

      下主日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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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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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30/17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234,243/支 Expenses: $228,602 

11 月奉獻 Nov. General Offering: $2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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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    

UMRCO (Puerto Rico 賑災)    $ 220     

      
本月執勤同工：鄒玉山弟兄                           本主日招待: 鐵橋 美惠 劉嶸 

下月執勤同工：金海弟  兄                              下主日招待: 子務 宗好 夏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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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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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開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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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 今天午餐後 1:30 pm 有執事會，若您對教會有什麽建議，請洽當

月執事鄒玉山弟兄或其他執事。 

3. 主日講臺：12/10 主日聚會講員是金海弟兄；12/17 主日講員是錢大剛弟

兄。請為講員們和講臺信息禱告。 

4. 關懷小組： 2018 天城教會的關懷聯絡通訊錄正在更新中，若您的聯絡信

息有變動 ：電話/地址(五年内有過變動)/電郵)，請立刻把更新后的資料

交給關懷小組長，收集、歸檔工作將在 12/10 前結束。 感謝您的合作。 

5. 聖誕節挑戰：支助波多黎各(PUERTO RICO) 當地居民受到史無前例的強

烈颶風 Maria 所做成的災害, 滿目瘡痍，慘不忍睹, 風災過後兩個多月至

今, 還有超過過半的居民居無住所, 無电無水。本教會將配合 “聯合衛理

公會救災委員會” 募捐以提供給災區急須的援助，如弟兄姊妹有感動願

意支持該事工。請將奉獻支票開給 EBCC 並请註 明波多黎各賑災或

UMCOR。奉獻將在 12/24/2017 截止並統一代轉。 

6. 天城乒乓球聯誼：今年的兵兵球聯誼赛中文组，英文组与学生团契的比

赛时间定在 12／31 下午主日聚会後。另外中文组与学生团契的比赛时间

定在 12／17 下午主日聚会後。比赛地点是三楼。欢迎弟兄姐妹们踊跃参

加，以球會友增进了解。请向黄智弟兄报名。 

 
  (经文：約翰福音第十章) 

  (一) 耶穌(好牧人)是信徒(羊)進入救恩唯一的門 (約 10:1-2, 7-9)               

    (二) 好牧人叫羊得更豐盛的生命 (約 10:10)          

    (三) 好牧人認識屬於祂的羊 (約 10:3-5)                 

    (四) 好牧人為羊捨命 (約 10:11-18)           

    (五) 信徒的保障 (約 10:16,27-30,37, 提後 1:9) 
 

  ♦ 總結福音與教會的建立: 

       1. 父神揀選人並把他們交給子神 (耶穌)  

          2.耶穌認識並按著名字呼叫父神所交給祂的人   

            3. 耶穌為所呼叫的人擺上祂的性命  

               4. 耶穌賜給這些人永生, 永不失去  

                  5.他們會回應耶穌的呼召並且合為一群 

                    (建立教會在耶穌基督救恩的根基上) 
 

 反思: 你進入羊圈了嗎? 你與好牧人的關係如何? 

http://www.ebccnj.org/


12/4/17-12/10/17主日信息及禱告事項 

 
12/4, 5 週一週二為教會禱告: 屬主的生命是自由的生命, 因著主已勝過撒 

 旦，罪的權勢在屬神的兒女裏面沒有主權，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 

 以自由，不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求主的聖靈管制我們的心思意念，樂意 

 順服聖靈的引導，來勝過肉體的邪情私欲的敗壞和捆綁，活出屬天的自 

 由。求主恩待屬神的兒女，願意獻上自己，被神更新，漸漸長成基督的 

 身量。為天城教會的牧者們禱告: 求神賜他們異象,來帶領教會走在神的 

 計劃和心意中。求神厚厚地恩膏他們，有能力、有智慧，把神的活道解 

 開，使靈裏飢餓的得著飽足，使心裏乾渴的得著活水的滋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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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執事團隊禱告：求主的靈引導他們的侍奉，專 

 心仰賴主，與主同工、同行；求主堅固他們手中的工，合神心意。 

12/6 週三為 EM 禱告：求主繼續帶領祝福英文組的各項事工，興起更多年 

 輕人愛主，願意擺上自己，活出神話語的真實；願英文的聚會能夠成爲 

 整個社區的祝福；求主帶領各族裔的人，來到神的家中，領受生命中最 

 美的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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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塑造我 

 們的下一代，分別為聖，願意將最好的奉獻與主。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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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職場辛勤工 

 作的肢體禱告：主，祢是藏身處，得力在乎平靜安穩。當我們疲憊懼怕 

 擔憂時，求祢扶持加添力量，祢是耶和華以勒，是我們天上的父。3） 

 求主引導扶持所有在困境，難處中的肢體，每天蒙主安慰，靠主得勝。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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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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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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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2/9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                    ***                           ***                ***               ***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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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