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及信息大綱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詩歌 Singspiration
聖哉 聖哉 聖哉
經文 Scripture
詩篇 23:1-6
詩歌 Singspiration
你信實何廣大
禱告 Prayer
經文 Scripture
約壹 5:1-3
詩歌 Singspiration
愛救了我
獻詩 Choir
感恩的淚
信息 Message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6/9/19 (10:30am)
錢大剛弟兄
會眾

(2019 天城教會主題：恢復教會的榮耀)

關懷小組
葉湘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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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日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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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10:00pm 查經,分享

(教堂)
(李冠芬)
(教堂)
(李屏貞)
(教堂和各分區查經)

836–1771
313 - 7228
836 - 1771
230 - 4966
836 - 1771

週五 (6/14/19 8:00pm) 週五晚查經:希伯來書、馬可福音、創世紀、羅馬書
下主日 (6/16/19 9:30am) 新約縱覽、以斯拉記、門訓班;
（主日学时间教会提供儿童照顾）

*** 申命記 16:16-17 …… 在耶和華你神所選擇的地方朝見祂, 卻不可
空手朝見。各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華你神所賜的福分奉獻禮物 ***
1/1-5/26/19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134,186 支 Expenses: $116,867
5 月奉獻 May.2019 General Offering: $20,813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3,569
$10,000
宣教 Mission Fund:
$4,480
$25,200
$11,600
本月執勤同工：鄒玉山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蘇岳禮弟兄

以弗所書 3:21 但願祂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
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本主日招待: 國强 黎明 湯強
下主日招待: 亞軍 業湘 劉嶸

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ebccnj.org 聆聽信息

1. *暑期聖經學校 VBS：2019 天城教會 VBS 預定在 7/29-8/2/19。上課時間:
上午 9:00-12:00 點；學生年齡 4 歲-12 歲，目前開始接受報名。教會成員
報名費$20 一位，非教會成員免費。表格和介紹單都在進門布告欄内，
請自取。教會網站上 https://www.ebcccm.org 也接受網上報名。
目前 VBS 仍需要同工：有負擔的弟兄姊妹請與 Lily 師母、美惠、婁楊或
Tina 聯係。除了 VBS 那個星期，之前幾周（可以在周末）我們也需要同
工們做預備的工作。不管您奉獻的形式或時間長短，神必悅納。
2. 幼兒班同工：教會 2-4 歲幼兒班需要老師同工，求神感動弟兄姐妹願意
加入這項服事，服事帶領幼小的孩童，成爲神國未來的精兵.
3. 第五十屆紐約靈命進深會：主題信息 一.由腓立比書看“基督是一切”
講員: 于宏潔弟兄; 主題信息 二. 主導全局的上帝; 講員：李健 長老。
時間：國慶長周末 7/4/10 週四 5:00pm -7/7/19 週日 1:30pm.
地點: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 2000 Pennington Rd Ewing Township, NJ
報名網站：nysummerconference.org 詳細内容的海報張貼在圖書館門
口，請有心參加的弟兄姊妹們查閲。
4. *天城退修會手冊：爲期三天的營會圓滿結束，神的同在和恩典充充滿
滿, 超乎我們所求所想，獻上我們最深的敬拜和讚美！也為那些在神面
前默默爲營會守望禱告的肢體獻上感恩。目前尚有剩餘不多的“營會手
冊” 擺在進門放雜誌的書架上，歡迎沒有參加退修會的弟兄姊妹取閲，
以便了解情況並留作紀念。
信息經文: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4:19)
惟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馬書 5:8)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哥林多後書 5:14)
信息大纲:

1. 约瑟的愛
2. 犹大的愛
3. 他玛的愛

6/10/19-6/16/19 主日信息及禱告事項
6/10,11 週一, 二為教會禱告: 弗 3:21“但願祂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
得着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2019 年求聖靈挑旺每一
位愛主的心和對神話語的飢渴，明白真道; 求主幫助我們在教會的各個
團契中成長、成熟，成爲門徒來跟隨主，活出真理；願神透過耶穌基督
的救恩幫助我們，被恢復到起初神創造我們的樣式，以彰顯神的榮耀為
重要使命；願每一次的聚集，神在其中建造祂榮耀的教會；願榮耀的教
會乃是耶穌基督的榮耀。求神潔淨、恩膏牧者們，常在主面前等候仰望，
被神更新，釋放屬天的信息。為執事們禱告: 求神賜渴慕的心，願聖靈
引導他們謙卑與主同工同行，以屬靈的智慧和能力來管理神的家。
6/12 週三為暑期聖經學校 VBS 禱告: 7/29-8/2/19 七月最後一周是 VBS. 求神
預備並感動人心，使更多肢體願意在這項服事上擺上自己的一份，彼此
配搭，同心禱告，成就基督身體美好的功用，以不同的恩賜來向我們的
下一代傳福音，做見證。求神為參加的孩子們開路，帶領他們順利地參
加這個營會，並且享受神同在的美好和豐盛，在幼小的年齡就有機會認
識造他們的主；求主賜我們愛靈魂的心和智慧，把 VBS 的消息介紹給周
圍親朋好友的家庭和孩子們。
6/13 週四為肢體禱告: 1）感謝主，鄭立達/姚恬夫婦 5/29 喜得一子，母子平
安。2）為身體軟弱的弟兄姊妹禱告: 願神話語滋潤生命，成爲心中的力
量和患難中隨時的幫助。求主吸引我們願更多藉著禱告默想親近神, 主的
恩典真實成爲每一位年歲的冠冕。求神賜傳揚福音的心志和力量在每一
位的心中，使我們的家人孩子和周遭的人都得著救恩。3) 求主祝福帶領
今年 SIT 校園團契 8 月迎新，帶領他預定的羊，來到這個羊圈裡面。
6/14,15 週五週六為各查經團契禱告: 願神恩待、祝福教會所有的查經團契：
第一關懷小組、Alpine 第四組、Tenafly 第五組、Fort Lee 第六組、SIT 團
契、 職青團契、週三姐妹團契和教會的週五晚查經組禱告：願弟兄姊妹
在神話語中，更深認識愛我們的神，成長成熟。同時也能為教會培養未
來的儲備同工。請為教會近年增加的年輕家庭（以 SIT 畢業生家庭爲主）
禱告：求主賜給他們靈命的成長、學習夫妻彼此相愛和互相尊敬、更在
他們開始購屋、建立家庭、生育下一代的計畫中，尊主為大。我們也求
神護衛著他們的家庭，免受惡者的破壞和攻擊。
6/16 主日為聚會和信息禱告: 求神潔淨所有來到祂面前的人，願我們存敬
畏和感恩的心來朝見祂的榮面！願這裡的稱頌、敬拜達到施恩寶座前，
願榮耀、稱頌、尊貴、權柄都歸給曾被殺、如今復活升天，坐在父神右
邊為我們代求的主耶穌基督。求神恩膏羅天祐牧師，釋放屬天的信息；
願每一顆心被恩感，領受信息。願講的和聼的，同感一靈，同蒙造就。
教會週五晚上 8:00 有查經聚會, 同時二樓有兒童聚會,

三樓 EM 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