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4/7/19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聖哉 聖哉                                                 鄭勇弟兄                                                                                                

經文 Scripture               詩篇 8:4-8 

詩歌 Singspiration         人算什麽            

經文 Scripture               賽 41:9-13                  

詩歌 Singspiration         有一位神     

獻詩 Choir                   人生的福                                                  天城詩班                                                

詩歌 Singspiration         那雙看不見的手      

見證 Testimony           王瑩姐妹；宋曉燕姐妹；龔積姐妹；李霞姐妹；                                                    

信息 Message               大使命的洗(1) - 去萬國裡作門徒的洗        羅天祐牧師  

報告 Announcement   

受浸 Baptism                王瑩姐妹；宋曉燕姐妹；龔積姐妹；李霞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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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屏貞)                            230 - 4966  

禮拜五   8:00-10:00pm 查經,分享        (教堂)                                836 - 1771 

             
  週五 (4/12/19 8:00pm)   週五晚查經 “希伯來書”  

下主日 (4/14/19 9:30am) 主日學:舊約-以斯拉記，新約縱覽；冬季門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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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31/19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88,940   支 Expenses: $75,496   

3 月奉獻 Mar.2019 General Offering: $31,057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3,269                $10,000                

宣教 Mission Fund:                    $3,980                $25,200      

      
本月執勤同工：葉 湘弟兄                            本主日招待: 辛學軍 宗好 夏蓮 

下月執勤同工：岑蔭培弟兄                             下主日招待: 鉄橋 黎明 湯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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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春季受浸: 今天是受浸聚會，我們歡喜快樂有四位姐妹決定受洗 

歸主，在衆人面前見證主大能的作爲。請大家為聚會和姐妹們的見證 

禱告，求聖靈帶領，願神的名被尊崇，一切榮耀歸給主。 

2. 英文組聚會:教會英文組的聚會已遷移到對街的 Knight of Columbus, 時 

間還是上午 10:30，請青少年家長記得把您的孩子送到新的聚會地點。 

*英文組特別聚會: 4/19, 星期五 晚 7 點 有“耶穌受難日”特別聚會. 當 

晚教會預備簡單的晚餐。青少年 10 點回到主會堂與家長會合。 

  3. *使者協會 2019 培訓研習：時間 5/17-18 周末，講員：蘇桂村 牧師。 

培訓課程“左圖右書——讀懂聖經並不難”研習。透過圖解的方式， 

使聖經的閲讀更詳實有系統；也學習制作各類型的聖經圖表，更有效 

地明白各卷書的結構與信息；並藉著簡易的方法，掌握聖經每卷書的 

内容；對聖經有整體的概念。 

詳細内容已經張貼在大門口的布告欄，請有興趣參加的弟兄姐妹自己 

閲讀。網路報名：https://www.afcinc.org/en-us/training/schedules.aspx. 

     4.   2019 退修會 5/31-6/2 更新報告：講員 - 于慕潔牧師。信息内容： 

1) 相愛團契成長的教會 (徒 2：42-47；4：32-35) 

2) 同心建造榮耀的教會 (弗 4：1-3，7-16) 

3) 大使命導向的基督徒 (徒 8: 4-7；徒 26-30；羅 15: 16-21；) 

4) 活出基督榮美的生活 (弗 4：1-2；西 3:9-17；猶 20-21；) 

 已報名但未付費者, 請儘快補上支票，以便我們確定人數，安排房間。

退修會時間 5/31-6/2 普通周末。三天五餐/兩晚住宿的費用:  

 a)   大人每位$190；    b)  青少年 13-18 嵗 $130； 

 c)   兒童 12 嵗或以下半價 $95； d)   六嵗以下孩童免費； 

 
      信息經文：馬太福音28章16-20 

 16 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約定的山上。  

   17 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  

   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或作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  

   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 

    的末了。 

http://www.ebccnj.org/


4/8/19-4/14/19 主日信息及禱告事項 

 
4/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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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活出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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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週三為新受浸的肢體禱告: 感謝主！這次四位姊妹在衆人面前見證受 

  浸歸主。哈利路亞！求神恩待新蒙恩的姊妹們，渴慕真理，聖經的話語 

  對她們開啓，並且願意順服主的托付：成爲門徒、福音的見證人。願她 

  們一生行在光中。求聖靈更新，教導、引領她們，滿有基督生命的馨香 

  之氣。願她們親近主, 體貼主的心意，與神同行, 成爲神手中祝福的器皿。 

4/11 週四為肢體禱告: 1) 為在養護院的吳宏興姐妹禱告: 求神特別看顧保守 

  她, 使身體虛弱的伯母不放棄，並且能恢復進食，靠主重新得力。2) 為年 

  長者禱告: 願神的話語滋潤生命，成爲心中的力量和孤獨、患難中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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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母們的心中，使他們的家 

  人孩子和周遭的人都得著救恩。3) 為職場的肢體禱告: 求神更新眼光, 認 

  清基督徒返鄉客的身份和實際，地上的一切乃是進入永恒家鄉的預備,   

  以致我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全然被更新，看見永恒國度的榮耀，每時每 

  刻都能靠主喜樂、靠主得力，與神同行；願基督的馨香與見證顯在我們 

  生命中，使人從我們身上看見與世界不一樣的生命，成爲祝福的器皿。 

4/12,13 週五週六為關懷、團契禱告: 感謝神把被贖的百姓安置在祂家中, 以 

  恩典慈愛雕塑我們的生命，一同被建造成爲神所居住的靈宮。在這屬靈 

  歷程裏，求主更新擴張我們的生命, 賜力量, 成爲榮神益人, 建立國度的人。 

  在團契中見證神十字架的工作和己的破碎，歸榮耀給神。願神在我們生 

  命中居首位、掌王權，我心是祂的寶座。求神祝福每一個團契靈裏興盛， 

  在基督的愛中，明白神的心意，靈裏合一，愛裏同工，彼此包容，同蒙 

  建造。並且能夠帶領周圍的人進入主愛的大家庭。 

4/14 主日為聚會和信息禱告: 求神潔淨我們所站立之地，潔淨所有來到祂 

  面前的人, 以我們的心靈誠實來敬拜讚美神！願神恩膏為祂作出口的金海 

  弟兄, 釋放屬天的信息；求主恩待我們，謙卑地為領受信息禱告, 願主的 

  靈觸摸我們的心，不見一人，只見耶穌。願每一顆心得餵養並得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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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