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及信息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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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在聖殿中
詩篇 23 篇
快樂快樂我們敬拜
感謝神

5/20/18 (10:30am)
嚴少梅弟兄
會眾

禱告 Prayer
詩歌 Singspiration
我們不會疲倦
獻詩 Choir
慈牧善恩
天城詩班
詩歌 Singspiration
我心靈得安寧
信息 Message
照著聖經愛妻子(二)
羅天祐牧師
報告 Announcement
擘餅,團契 Communion&Fellowship (福音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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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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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 8:00pm) 週五晚長周末,查經暫停一次。
下主日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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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5/26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1/1-5/13/18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111,834/支 Expenses: $125,338
5 月奉獻 May.General Offering: $12,209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369
$14,500
$0
宣教 Mission Fund:
$1,945
$34,000
$8,200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0,716
$1,956
VBS Fund:
$1,600
$2,500
$1,205
本月執勤同工：鄒玉山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岑蔭培弟兄

本主日招待: 鉄橋 國強 宗好
下主日招待: 子務 子宏 黃雯

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ebccnj.org 聆聽信息

1.

週五晚查經: 5/25 週五是國殤節長週末，晚上教會的查經暫停一次。
6/1 週五晚還是由李玉惠姐妹繼續帶領查使徒行傳 9-10 章。思考題:
1） 保羅得救的經過及神揀選的心意
2） 保羅信主后如何在真道上裝備自己
3） 彼得所見“大布異象”的意義
4） 外邦人和猶太人在得著救恩上有何異同？
5） 保羅如何在彼得和巴拿巴面前為真道辯護？

2.

賓州春季特會: 5/25-28 本週五至週一（國殤日長週末）在賓州的 East
Stroudsburg University 舉辦，詳細内容張貼在大門口布告欄内。報名網址
是 https://ctmnj.org/retreat/請用您電子郵件登录。網上報名今天截止。

3. 暑期兒童聖經學校 VBS：7/30-8/3 的兒童聖經學校招收 5-12 嵗的兒童。
目前已開始報名，7/15 前報名，將享受優惠价每位$30, 7/15 後每位$50,
同家庭第二個孩子起$20/人。報名可上網 https://vbspro.events/p/events/ebcc
或填表。爲讓社區更多人參加 VBS, 所有外來的孩子免費。請邀請您周
圍家庭的孩子們參加.
4. VBS 義賣：是爲支持“外來孩子免費”的傳福音需要，每主日中午圖書
館門口有單品義賣， 歡迎大家一同參與此項服事。請準備支票、零錢。

相關經文：
弗 5:25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
捨己．26 要用水藉着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27 可以獻給自
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
的。28 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愛妻子、便是
愛自己了。29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
督待教會一樣.30 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有古卷在此有就是他
的骨他的肉〕31 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
為一體。32 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會說的。
彼前 3:7 你們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情理原文作知
識〕因他比你軟弱、〔比你軟弱原文作是軟弱的器皿〕與你一同承
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這樣便叫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
西 3:19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不可苦待他們。

5/21/18-5/27/18 主日信息及禱告事項
5/21,22 週一週二為教會禱告: 求神保守天城教會在地上的日子分別為聖，
合神心意；願教會有同一個從天上來的異象，承接主大使命的托付和召
喚。求聖靈挑旺每一位愛主的心和對神話語的飢渴，幫助我們在基督裏
成熟長大，脫去纏累、棄絕心中的偶像，體貼父神的心腸，甘願獻上為
祭，裝備整齊，爲神所用，成爲福音的使者和見證。求神特別祝福、潔
淨、恩膏牧者們，常常安靜在主面前等候仰望得能力，是祈禱傳道者，
明白父神的心，也了解人裏面的需要，釋放屬天的信息。當神對著百姓
説話的時候，求聖靈幫助我們活出這話語的真實。為執事團隊禱告:求聖
靈引導他們謙卑與主同工同行，得著屬靈的智慧和能力來管理神的家。
5/23 週三為教會的探訪事工禱告：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
事。（腓立比書 2：4）教會是我們屬靈的大家庭，教會更是基督在地上
的身體，是金登臺，要照亮這世界，引導人們來就光。求主賜給我們樂
意“顧念人的心”看得見周圍弟兄姐妹的需要，也能熱心關愛新進入教
會的朋友們。求聖靈讓基督的愛充滿我們，願意擺上，付出愛。願教會
的每一個肢體都是福音的傳遞者，是基督愛之生命的體現和發表。
5/24 週四為肢體禱告: 1）為金海弟兄夫婦禱告，他們目前在歐洲，先在德
國帶領退修營會，並看望那裏的弟兄，然後去荷蘭，在那裏的教會講道，
求主帶領他們，成爲那邊教會的祝福。2）為最近過敏嚴重的大人、孩子
們禱告，求神調整我們的免疫系統，讓身體和大自然能和諧相處，使過
敏引起的咳嗽、感染止息。3）為在難處中或軟弱的肢體禱告，願神幫助
我們更多地靠近祂，不依靠人的聰明，而是在辛苦的環境中仰望並交托
我們的重擔，願炎熱的環境成爲祝福，使屬靈生命更新成熟。
5/25,26 週五、六為教會新一代和事工禱告: 1) 為 Starlight 兒童事工禱告: 求
神興起新的英文部帶領和中文部配合同工，共同來承接這項兒童事工。
2）為 VBS 禱告:今年的報名已經開始，目前需要更多能英文溝通的同工
加入，求神預備。願更多肢體加入代禱的事奉，求神的靈引導這項服事，
祝福我們每一個邀請，引導孩子們的腳步，幼小的心被神觸摸，成爲一
生的祝福。3）為英文部需要青少年的帶領禱告:由於年齡的差異,我們的
青少年需要適合他們年齡層的牧養, 帶領孩子們週五晚的查經和主日的
聚會，求神為我們預備靈命老練的工人，能牧養教會這一代的青少年。
5/27 主日為聚會和信息禱告: 求神潔淨我們所站立之地,潔淨所有來到主面
前的弟兄姐妹, 使我們與神之間沒有攔阻，以心靈誠實來敬拜讚美神！
願我們口唱心和的頌讚, 達到神榮耀的寶座前！求神恩膏于為祂做出口
的錢大剛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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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5/26/18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
***
***
***
***
5/25 週五是長周末，教會晚上 8:00 的查經聚會將暫停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