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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9 (10:30am)
張茂昌弟兄
會眾

聖哉 聖哉
申十—:11-15
廣廣似洋無辺
主愛滋潤我心
何等恩典

禱告 Prayer
獻詩 Choir
詩歌 Singspiration

我是主的奴僕

信息 Message

一粒麥子

天城詩班

于慕潔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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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9 8:00pm) 週五晚查經希伯來書、馬可福音、創世紀、羅馬書
下主日 (11/10/19 9:30am) 新約縱覽、尼希米記、門訓班; 受浸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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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20/19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239,022 支 Expenses: $240,972
10 月奉獻 Oct.2019 General Offering: $14,962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12,044
$10,000
$9,200
宣教 Mission Fund:
$18,930
$25,200
$14,000
本月執勤同工: 陳予邃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 葉 湘 弟兄

本主日招待: 辛學軍 宗好 夏蓮
下主日招待: 鉄橋 黎明 劉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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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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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天城教會主題：恢復教會的榮耀)
1. 2020 年退修會預先註冊：2020 天城退修會 (5/22-25/2020) 將在賓州藍山
營地舉行，為了確實了解參加人數，以便向營地取得更佳住房，請大家
在 11/20 前把表格和費用交給舒佳姊妹。報名表在大門口布告欄。
2. *天恩團契：要來的周六 11/9 是年長團契聚會，内容包括：敬拜、信
息、練詩、愛宴和慶生，請伯父母們預留時間參加，一同在主前蒙恩。
3. *執事會:11/3 今天下午有執事會, 若您有什麽建議，請与葉湘弟兄連絡。
4. 主日講臺： 11/10 主日講員是簡志敏弟兄，11/17 主日講員是錢大剛弟
兄，請為講員們和主日信息禱告。
5. 感恩見證會: 今年 11/28 是感恩節，上午 10:00 教會有敬拜、感恩聚會會
後有愛宴。若您有感動想見證分享這一年神在您生命中的恩典，請在
11/17 之前向関小麗，舒佳姊妹或羅牧師報名。見證會后的愛宴將是每家
一菜的形式，請大家準備好煮熟的食物，因教會廚房將不開放烹煮。
6. 秋季受浸班: 受浸聚會是 11 月 17 日。若有預備受浸的朋友，請儘快向葉
湘弟兄報名。請大家為受浸聚會代禱，求神祝福同工們的口，有智慧地
把受浸的要義講解清楚；願神保守即將受浸弟兄姊妹的心，與主相契。
7. 少年詩班：本教會為五年班以上青少年設有詩班團契 (Junior Choir),歡迎
家長鼓勵子女參加，從小學習如何在敬拜中侍奉上帝。練習時間約
12:30-1:30 pm. 場地在三樓。有意參加者請与 Lily 師母聯絡。
8. 乒乓球比賽：本年度的比賽日將到，詳情請与黄智(Erick)弟兄連絡，練
球場地及時間: a) 在地下室 1:00 pm 後開始. b) 在三樓 1:30 pm 後開始。
9. *牧師休假：11/5-11/16 羅牧師囘臺灣探親，將不在教會。
10. *意見箱：教會最近在奉獻箱收到匿名信及字條，奉獻箱是個分別為聖,
用作向神愛心獻上的器皿，本教會另設有專用意見箱和具名的意見表格
備用，設在大堂入口的左邊的牆上，若找不列請向招待或執事查詢。
信息經文：約 12:23-33
1)主就是这一粒麥子： 救恩的元帅
基督一粒麥子得榮耀的內涵：完成神救赎，同为后 、同得荣耀
2) 我们都是一粒麥子： 基督的门徒
基督對門徒一粒麥子的教訓：為主而活效法主基督,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3) 都要结果子荣耀神：福音的使者
是一個國度宣教的基本原則：见证基督落实大使命,
天国福音传遍天下

11/3/19-11/10/19 主日信息及禱告事項
11/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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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做門徒來跟隨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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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給牧者和長執同工們智慧，能夠因應北美
華人社區人口變化，在未來 10 年之內，在一主、一信、一洗、一神、一
個基督的身體的異象之中，建立一個合一、承先啟後的事奉團隊。求主
使所有執事同工們和中、英文牧者，能夠同心在一個異象中，榮耀主的
名，建立大使命的教會。
11/6 週三為明年退修會禱告: 明年 5/22-25 教會將在 Blue Mountain Christian
Center 舉辦教會退修會, 請為要尋找的退修會講員和所希望的“事奉與生
命”的信息尋求神的引導，並為此禱告，願神藉著講員，釋放寶貴的信
息；求神預備我們的心，願意把這段時間分別為聖，來到主的腳前聚集；
求主向我們仰臉，顯明祢的心意，帶領我們學習在事奉中成長，生命成
熟。求神也預備，使英文堂大人、小孩可以和我們一起參加退修會。
11/7 週四為肢體禱告: 1）請為有新生兒的立達/姚恬夫婦和岑楷宜/曹昕夫
婦、和懷孕的陈予邃/丁颖洁夫婦禱告，求神祝福這些年輕的父母，按著
聖經的教導，生養敬虔的後代。2）為尋找工作的 SIT 弟兄們禱告: 求神
賜予他們恩惠能盡快覓得一個穩定適切的工作,能照顧他們的家庭。3）
請為目前住在老人院的邵循道伯父和王廣心伯母禱告, 求神繼續保守他
們，仰賴主的恩典，平靜安穩地住在基督裏，享受以馬内利的恩典。
11/8,9 週五、週六兒童和青少年事工禱告: 請為五至七年級少年詩班 (Junior
Choir) 負責同工林尤彬弟兄 (Ben Lam) 守望禱告: 求神加添他體力和能力，
保守他有智慧喜樂地服事這個詩班；也為三位青少年司琴者 Kelvin, Cathy
和 Lina 禱告：求主祝福他們在事奉中學習敬畏並依靠神，經歷神的大能，
越服事越有力，認識愛他們的主；願每一個少年詩班的孩子，在這樣的
團契中生命成熟長大，成爲神所喜悅的。在這段時間，新的詩班需要磨
合、溝通、適應，求神賜家長、孩子們和老師，有美好的互動和交通。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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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柄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求神
恩膏祂的僕人錢大剛弟兄，傳講從神領受的信息；願每一顆心被恩感，
謙卑在神面前，思想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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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