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經文 Scripture
詩歌 Singspiration

禱告 Prayer
獻詩 Choir
詩歌 Singspiration

1/14/18 (10:30am)
李文雄弟兄
會眾

詩篇 150:1-6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頌讚與尊貴
自耶穌來住在我心
是愛的神作我牧人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

信息 Message
靈奶靈宮靈祭與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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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日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禮拜六

9:30am
成人主日學
1:00-2:30pm 詩班
8:00-10:00pm 禱告會
10:15am
姐妺成長班
10:00am
禱告查經會
8:00-10:00pm 查經,分享
8:00-9:30am 晨禱

天恩團契
會眾
金海弟兄

(教堂)
836–1771
(李冠芬)
313 - 7228
(教堂)
836 - 1771
(楊曉榮)
816 - 8701
(楊曉榮)
816 - 8701
(教堂)
836 - 1771
(每月第一，三週於教堂) 836 - 1771

週五晚 (1/19 8:00pm) 週五晚『情感與靈命』 ---- 羅天祐弟兄
下主日 (1/21 9:30am) 主日學：門訓班, 舊約摩西生平, 新約雅各書
每日靈修請參考“跟隨耶穌 1/14/18-1/20/18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1/1-12/31/17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295,261/支 Expenses: $276,496
1 月奉獻 Jan. General Offering: $3,458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169
$14,500
$0
宣教 Mission Fund:
$45
$34,000
$0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1,920
$0
UMRCO (Puerto Rico 賑災) $16,093
本月執勤同工：錢大剛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姜學軍弟兄

本主日招待: 鐵橋 青林 劉嶸
下主日招待: 辛學軍 黎明 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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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成人主日學簡介: 受浸/門訓: 2 月开课，前 8 週受浸课程，是探索世
界的问题。中間 20 週，将学习如何改变人生/价值/历史/世界观等，後 6
週教导禱告“以敬拜为中心的生活”。摩西生平: 從出埃及記到申命記,
查考摩西的一生，經歷以色列人的旅程。雅各書: 又稱為『新約箴言』
將用半年時間研讀，藉教導與討論，得著屬天的啟示、和屬地的智慧。
2. EM 冬令會: 英文組一月份的冬令會時間：2/16-2/18 (週五-週日)，請家裏
有青少年的家長們鼓勵孩子們積極參加，今天是報名截止日，請家長們
到三樓填寫的報名表和報名費一起交給英文組的吳慕嵐姐妹。每位的報
名費$160，今天是優惠价的最後一天，過了今天還想參加者，報名費將
是每位$200。
3. 週年會員大會通告: 週年會員大會將於 2018-01-28 下午 1:15 在本會大堂
舉行，請所有會員參加。會員名單己經在 12 月 10 日公佈在大門口的布
告欄，非會員可参加大會但不参 與表決。
4. 安全事項：遇到下雪天時，請大家在入會堂前，先將鞋/靴底的雪在門外
跺乾淨、免得入堂後，當雪變為水留在地板上，會令別人滑倒受傷。為
了大家的安全及以愛心保護行動不便的弟兄姊妹，務請大家特別留意，
有孩童的家長，更要教導孩子學習遵守，願神祝福大家。
5. 關懷小組: 2018 關懷小組名單已發給各大組長，若還沒拿到的弟兄姐妹
請向您的大組長領取。此名單僅限教會關懷聯絡使用，請勿隨意發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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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 準時到二樓主日學教室接管孩子, 讓老師們可以用餐休息。
主要經文: [彼前 1:3,23, 2:1-5, 9-12]
一. 靈奶 - 重點在「得到基督的生命」
1.重生是聖靈藉著神的話，使我們認罪悔改的結果 (彼前 1:23)
2. 要知「道」行「道」，活出基督的生命 [提後 3:16-17, 40]
二. 靈宮 - 重點在其他的聖徒們一起「靠著基督建造」(弗 2:19-22)
生命的建造需要「靠基督」：委身、磨擦、十字架。
三. 靈祭 - 重點在「 藉著基督奉獻」(來 10:5-7)
舊約的獻祭都是預表，只有「 藉基督」所獻上的才蒙神悅納。
四. 見證 - 重點在「活出基督的生命」(彼前 1:9, 出 19:3-6)
1). 被揀選的族類 – 指得救的恩典
2). 有君尊的祭司 - 指事奉的尊榮
3). 聖潔的國度 - 指被分別的見證
4). 是屬神的子民 - 指屬天的地位

1/15/18-1/21/18 主日信息及禱告事項
1/15 週一為教會禱告: 2018 年，求主恩待屬祢的教會是金登臺，點亮這黑
暗的世界，靠著得勝的主，永不失敗；願教會全然與世俗隔絕，以聖潔
為裝飾，預備、等候她的新郎；願神百姓的生命與主連接，如同枝子連
與葡萄樹，滿有聖靈的果子，成爲見證；願教會在神鋻察的日子，歸榮
耀給神。主啊，求祢豐滿的同在供應屬神的教會，肢體在基督裏得蒙建
造成“靈宮”，使所有的侍奉在主裏成爲“靈祭”獻于神，蒙祢悅納。
願教會健康榮美，傳揚福音到地極。
1/16 週二為禱告會禱告：求主的聖靈挑旺我們裏面愛主的熱情，渴望來到
主施恩座前，敬拜稱頌我們天上的父，與主親近，享受神同在的美好與
交通；求主賜我們新的眼光，看見祢工作的原則，經歷神的信實和祝福。
1/17 週三為牧者、執事禱告：求主祝福天城教會所有的牧者，賜他們智慧、
能力帶領教會走在神的心意中。願神恩膏為祢做出口的僕人，按著聖靈
的感動，把神的活道解開，引導供應群羊。為執事團隊禱告：求主的靈
充滿他們，加添他們愛主的熱情，引導他們的侍奉，專心仰賴主，與主
同工、同行；求主祝福並堅固他們手中的工，合神心意。
1/18 週四為肢體禱告: 1）最近氣候異常，很多人感冒、咳嗽，求神醫治身
體軟弱的肢體，恢復健康。2）為王斯露/文菁夫婦喜得女兒感謝神，求主
引導這個家，賜他們做父母的恩典與智慧，全家在神的心意中蒙福。3）
為在職場辛勤工作的肢體禱告: 願他們每一天清晨藉著禱告連與神，活在
神同在的喜樂與能力中，進入所在的事奉場所。求神祝福他們成爲職場
中得勝的福音精兵，滿有神榮耀的生命和見證。4）求主引導扶持所有在
困境、難處中的肢體，每天藉著禱告，蒙主安慰，靠主得勝。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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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積極參與事奉，弟兄姐妹一起追求屬 靈的長進，同蒙
建造，有滿足的喜樂。求神施恩給每一個小組，成爲祝福的管道，把神
的愛：福音好消息，基督的馨香之氣，帶給我們四周還不認識主的人們。
1/20 週六為我們所居住的美國禱告：主啊，祝福這個國家的人民恢復與祢
的親密，持守真理，不為異教之風搖動，指教我們遠離世俗，不犯任意
妄爲的罪。求主保守這國家的領導者，敬畏耶和華，謹慎自守、警醒禱
告，帶領人民尋求主面，悔改轉離惡行，歸向神。求主醫治這地。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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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淨所
有為主做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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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三
綱弟兄, 釋放屬天的信息。願講的和聼的同感一靈, 同蒙造就。
讀經進度:跟隨耶穌 1/14-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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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