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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 Message

12/4/16 (10:30am)
鄭勇 弟兄
約翰福音 3: 16-17, 馬太福音 16: 15,
偉大的神
尽情的敬拜
主, 我相信
一颗谦卑的心
末世勸誡(ㄧ)
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聖靈裡禱告

會眾

金海弟兄

報告 Announcement
擘餅、團契 Communion&Fellow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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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
836–1771
(李冠芬)
313 - 7228
(教堂)
836 - 1771
(李屏貞)
230 - 4966
(楊曉榮)
816 - 8701
(教堂)
836 - 1771
(每月第一，三週於教堂) 836 - 1771

週五晚 (12/9 8:00pm) 週五晚聚會主題分享：耶穌爲何降世爲人
下主日 (12/11 9:30am) 每日讀經班“跟隨耶穌 12/4-12/10 (可上網)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舊約概論（小先知書）; 門徒訓練班；
2016 Year to date 本年奉獻收入/開支 General Offering $231,619 /Expenses: $257,898
（11 月奉獻 Nov. General Offering：$24,403）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收入 Received $20,389/目標 target $15,875
已發送 Sent: $15,875
宣教 Mission Fund:收入 Received $22,996/目標 target $43,900
已發送 Sent: $33,425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收入 Received $14,340/目標 target $5,000
已發送 Sent: $2,320
海地賑災/GLOBALMEDIC Mission: Received/收入$170 (Closing on 12/25/16)
本月執勤同工：姜學軍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金 海弟兄

本主日招待: 子務 樹範 劉嶸
下主日招待: 維定 亞軍 才益

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ebccnj.org 聆聽信息

1. 12/25 聖樂敬拜與傳福音：今年 12/25 是主日，教會有詩班帶領的聖樂敬
拜，並且那一天是傳福音聚會。請弟兄姐妹們邀請家人、以及周圍的慕
道朋友一起來參加這樣的特別聚會。
2. 執事會: 今天午餐後有執事會, 如果您有建議請洽吳維定或其他的執事。
3. 主日信息： 12/11 主日講員是金海弟兄，12/18 主日講員是林宗漢弟兄，
請為講臺信息和講員禱告。
4. 青少年家長會：12/11 下午 1：00，Ken 牧師、英文組同工和青少年家長
在三樓有一個交流會，請有這年齡段孩子的家長準時出席。
5. 聖誕節的挑戰： Ken 牧師 11/27/2016 在主日講台的建議; 今年的挑戰是支
助正在海地賑災的醫療船 (GLOBALMEDIC), 對海地風災後給於當地民衆
緊急救援，解決每天約 8 万人對潔淨食水的需要並提供醫療服務。如弟
兄姊妹有感動願支持該事工。請將奉獻支票開給 EBCC 並请註 明海地賑
災或 HAITI RELIEF。將 12/25/2016 截止並統一代轉。
6. 2017 聖經經文月曆：天城中文學校為大家預備的聖經經文月曆，已經通
過小組長向各家庭發放，目前還有些剩餘，有需要的請詢問舒佳姐妹。
7. 英文組冬令退修會: 明年 2/17-19 將有三天兩夜的聚會, 請家長們為孩子
們預留時間, 並鼓勵他們參加, 與同齡人一起追求。
8. 為政府掌權者禱告: 雖然美國的新總統已經產生, 我們仍然應該盡基督
徒的責任為國家、為百姓、為執政掌權者有一顆敬畏神的心，以及治
理團隊有屬天的智慧代禱。願美國能再次謙卑、悔改，歸向神。
（主要經文: 猶大書 1：17-21）
猶 1:17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要記念我們主耶穌基督之使徒從前所說
的話。18 他們曾對你們說過，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不敬虔的
私慾而行。 19 這就是那些引人結黨、屬乎血氣、沒有聖靈的人。20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
21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
(壹) 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一) 有次序的學習真道 (路 24:25-32)
(二) 全面的認識真道 (徒 18:24-28, 弗 1:17-19)
(三) 為要像基督反映出耶穌的榮美 (弗 4:21-24)
(貳) 在聖靈裡禱告
(一) 認罪與悔改 (約 16:8, 詩 66:18)
(二) 祈求與代求 (雅 5:13-16)
(三) 讚美與感謝 (西 3:16)

12/4/16-12/11/16 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
聖經信仰要理問答 49 : 基督如今在哪里?
答: 死後第三天, 基督的身體從墳墓裡復活, 現在坐在父神的右邊.
經文：弗 1:19-21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裡復活，叫他在天上
坐在自己的右邊，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
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
禱告：我們的神啊, 我們相信基督受死又復活了, 現在坐在你的右邊. 祂
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後從死裡復活. 正如祂曾应许的。我們相信祂身體的
復活. 我們相信永生. 神啊, 幫助我們牢記永恆, 定睛在永恆裡. 阿們.
12/5 週一為教會中文組尋牧禱告: 求神賜下有為父心腸, 有牧養, 治理恩
賜, 被神呼召的全時間工人, 與金弟兄、Ken 牧師一同來帶領神所託付的
羊群，並且與執事同工們一起配搭服事神的教會。
12/6 週二為教會的福音, 宣教工作禱告: 願教會持守神的大使命, 傳福音
給靈里飢渴、疲乏的人; 在年底的節慶中, 最重要的主題是耶穌基督, 那
是神給世人最寶貴生命的禮物。得著主耶穌, 就有生命。願我們把最好
的禮物, 帶給朋友及親人。12/25 是傳福音主日, 求神預備我們的心，多
為家人、親朋的靈魂得救禱告，有機會邀請他們來听福音；也為講員
喻馬可弟兄禱告, 求神賜給他謙卑的心, 禱告的靈, 靠主傳天國的福音。
12/7，8 週三，週四為肢體禱告：1）為馮靜蕙姐妺禱告, 與她相依生活
多年的老父親周三在家中過世。靜蕙姐妺與父親關係至為親密, 願天父
的愛安慰扶持她, 走過這段傷痛；願她更多注視耶穌，靠主剛強得力。
2）繼續為林宗漢弟兄禱告, 感謝神, 讓他血液的成份逐漸恢復正常, 也
能出來聚會，願主的生命在他里面日日加增, 是他一生的執著。
12/9 週五為詩班禱告：願他們在聖樂敬拜練習中, 以喜樂的心唱出心中
的讚美，敬拜這位又真又活的神。願他們這樣的服事、獻祭蒙神悅納。
12/10 週六為教會牧者及服事團隊禱告：為金弟兄和 Ken 牧師禱告, 願他
們時時倚靠主, 常與主親近，尋求祂的榮面, 願神的靈開啓他們, 成爲
神話語的出口，使更多的人得著神話語的供應，靈裏飽足蒙安慰。為
執事們及將要成為執事的弟兄姐妹禱告, 願他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
上, 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叫他們的行事為人對得起主, 凡事蒙神喜悅。
12/11 日為講臺和信息禱告：為主日聚會禱告，求神祝福恩膏金海弟兄
的口，釋放屬天的信息，觸摸靈魂，造就生命；求神的靈運行，引 導
會眾放下一切思慮, 進入敬拜 的實際, 真實地被更新, 遇見主。
讀經進度:跟隨耶穌 12/4-12/10(上網)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
***
***
***
***
每個週五晚 8：00 教會有查經聚會。二樓有兒童聚會, 三樓有青少年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