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3/12/17 (10:30am)
郭懷仁弟兄
會眾

宣召 Call to Worship
經文 Scripture
詩 145：10-13
詩歌 Singspiration
主手所造万象生灵
經文 Scripture
路 1:38; 太 26：39
詩歌 Singspiration
信而顺从
禱告 Prayer
獻詩 Choir
唯靠耶穌
經文 Scripture
申 13:4
詩歌 Singspiration
求祢检选我道路
信息 Message
約翰福音(5) -- 婚宴中的神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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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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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 4966
(楊曉榮)
816 - 8701
(教堂)
836 - 1771
(每月第一，三週於教堂) 836 - 1771

報告及信息大綱
1. 週五晚聚會: 3/17 週五晚查經主題是“教導門徒謙卑事奉”經文涵蓋：太
18：1-35；可 9：33-50； 路 9：46-50，17：1-4；歡迎您加入週五查經團
契。每週五晚由一位弟兄或姊妹依照當時進度自選一段主題作為 40 分鐘
的分享, 分享後仍分小組討論和禱告, 加深肢體之間的生活關懷和生命成
長關係。
2. 禱告會：我們將繼續為教會的各樣事工禱告；要來的週二禱告會，羅天
佑弟兄也將來參加，讓我們一起為尋牧的跟進和肢體的需要尋求神的
面，盼大家一同來敬拜，為神的家守望、禱告。
3. 執事會：今天下午 1:15 有執事會，若您對教會有任何建議，請向姜學軍
弟兄或其他執事們提出來。
4. 春季受浸班：天城教会 2017 年春季受浸班预计 4/2/17 受浸。在 9 个星期
受浸班的课程中，我们将从福音的角度来探索许多生命的问题。如還有
預備受浸的弟兄姐妹或慕道朋友及渴慕受福音装备的弟兄姐妹願意加入
受浸班的，請儘快向陳瑾姐妹报名。
5. 英文組特別聚會：3/31 週五晚，英文組的初中、高中生會去 Wyckoff 教
會（BCTC）和那裏的青少年團契聯合聚會，包括一起敬拜、禱告、查經
和晚餐。去 Wyckoff 的車輛將會在 6：45 離開我們教會，參加特別聚會
的孩子家長們，請務必事先填妥 Permission Slip。
6. 慕道班: 主日擘餅聚會時在圖書館有信仰座談的慕道班, 歡迎尚未受洗的
慕道朋友們參加, 請介紹他們來教會的弟兄姊妹陪同參加.
(主要經文: 約 2：1-11 )

週五晚 (3/17 8:00pm) 週五晚分享：教導門徒謙卑事奉
下主日 (3/19 9:30am) 主日學：門訓班、創世記班、標杆人生班、受浸班
每日靈修請參考“跟隨耶穌 3/12-3/18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1/1-3/5/17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43,434/支 Expenses: $42,128
3 月奉獻 Mar General Offering: $7,140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5,269
$15,000
$0
宣教 Mission Fund:
$2,600
$30,000
$0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1,920
$238
本月執勤同工：姜學軍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張子務弟兄

本主日招待: 亞軍 黎明 麗華
下主日招待: EM 維定 大剛

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ebccnj.org 聆聽信息

約 2:1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筵席，耶穌的母親在那裡。2 耶穌和
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席。 3 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他說：「他們沒有酒了」
4 耶穌說：「母親（原文作婦人），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5 他母親對用人說：「他告訴你們什麼，你們就做什麼。」6 照猶太人潔淨的規
矩，有六口石缸擺在那裡，每口可以盛兩三桶水。7 耶穌對用人說：「把缸倒滿
了水。」他們就倒滿了，直到缸口。8 耶穌又說：「現在可以舀出來，送給管筵
席的。」他們就送了去。9 管筵席的嘗了那水變的酒，並不知道是那裡來的，只
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來，10 對他說：「人都是先擺上好酒，
等客喝足了，才擺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11 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
神蹟，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顯出他的榮耀來；他的門徒就信他了。

(一) 馬利亞與耶穌的對話和反應 (v 3-5)
(二) 僕人對耶穌的順從與結果 (v 6-8)
(三) 神跡的目的 (v 9-11)
♦ 生活中的教訓和應用
(1) 婚宴中酒用盡了，表明人間的喜樂總有盡頭
(2) 变水为酒，超越時間和物質的規律
(3) 順服是蒙福的起點，神按祂的旨意行事彰顯榮耀

3/12/17-3/19/17 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
3/13 週一為教會禱告: 為教會禱告: [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隠藏在創
造萬物之神里的奧祕,是如何安排的。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
的, 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 為尋牧繼續禱告, 求神讓我們知道我們最
大的需要, 是能牧養的, 還是能教導, 或是能傳福音, 或是能宣教... 的僕
人。為金弟兄和 Ken 牧師及執事們禱告, 求神常把他們帶到至聖所內, 用
神的愛充滿他們, 激勵他們, 使他們成為屬靈的同伴, 彼此激勵, 成為神手
中的精兵。求神的靈更大的開啓, 使他們有堅定的信心,不徧離神的話, 全
心跟隨, 在任何環境中奔跑不放棄。
3/14 週二為年青的一代禱告：為英文組禱告，年青的生命充滿活力, 創造
力, 求主在他們中間, 興起同心的代禱者, 使年青人不被世俗的言詞迷惑,
能分別為聖, 走在神的心意中, 成為影响這個國家和世代的一群人。
為中文組的青年團契禱告，感謝神祝福了這群從國内來的年輕人，讓
他們來到美國遇見了耶穌，得著了生命最寶貴的福音，求神繼續引導、
帶領、賜福這些年輕的生命，因著一同讀神的話，更多認識獨一真神。
3/15 週三為肢體禱告：1）為林宗漢弟兄繼續禱告, 醫生仍在治療他身体
的排斥, 求神的寶血遮蓋, 止息一切的排斥, 求神使宗漢完全得醫治，喜
樂地為主而活。2）為邵伯伯繼續禱告，他目前住在護理院，皮膚上的
大水泡, 只有求主看顧保守老弟兄, 使他不僅沒有疼痛, 並且可得痊癒。
3/16 週四為新的受浸班禱告：因著不同的背景, 人要認識神的觸點不同，
求神的靈來感動這些朋友們, 打開心門讓主掌管他們的一生。
3/17 週五為教會的福音, 宣教工作禱告：神高抬了我們, 要我們與祂同工,
傳揚救恩。求主讓我們不因教會內部的事奉, 會眾之間的情感, 忘了神禾
場的工作。求神讓我們在近處傳福音, 也記念在外宣教的工人, 求主給
他們靈巧, 不遇見試探, 救他們脫離凶惡, 忠心的事奉。
3/18 週六為國家執政掌權者禱告禱告：[以耶和華為神的, 那國是有福的。
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棊的, 那民是有福的。] 為美國禱告，美國的巫師們
竟然公開匯集, 咒詛總統, 真是嘆為觀止, 在這末後的世代，人里面沒有
真理, 就愛暗昧不明的事。魔鬼就興風作浪, 掌控人, 作出邪惡的事。讓
我們看見屬靈爭仗的事實, 起來為這國家，為總統及內閣禱告, 求主使
他們清心, 正直, 從上頭領受智慧、才幹來引導美國; 求主在這地作洁淨
的工作, 復興教會, 興起發光，起來為主站立。
3/19 日為講臺和信息禱告: 求神潔淨我們所站立之地成為聖地;求神光照，
使我們省察自己, 在主面前悔改, 蒙赦免; 求聖靈引導敬拜, 使人心被恩
感, 每一位都遇見神；為 Michael S.弟兄禱告, 求神恩膏他, 釋放屬天信息。
讀經進度:跟隨耶穌 3/12-3/18(上網)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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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週五晚 8：00 教會有查經聚會。二樓有兒童聚會, 三樓 EM 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