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9/10/17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張茂昌弟兄                                                                                            

經文 Scripture              約壹 4:7-11                                                   會眾 

詩歌 Singspiration        神是愛     

             衪隱藏我魂 

             我的救贖者活著 

禱告 Prayer          

獻詩 Choir                   我寧願有耶穌                                             天恩團契   

 

信息 Message              生命的眼光                           羅天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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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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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曉榮)                            816 - 8701  

禮拜四   10:00am         禱告查經會     (楊曉榮)            816 - 8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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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六   8:00-9:30am   晨禱          (每月第一，三週於教堂) 836 - 1771 
             
   週五晚 (9/15   8:00pm)  耶穌基督十字架的道路（李玉惠姐妹） 

      下主日 (9/17   9:30am)  主日學: 門訓班，創世紀班，標竿人生班 

                                         每日靈修請參考“跟隨耶穌 9/10-9/16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1/1-9/3/17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171,359/支 Expenses: $170,525 

9 月奉獻 Sept. General Offering: $3,590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8,894                  $15,000              $0 

宣教 Mission Fund:                 $22,745                 $30,000             $16,000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1,920                 $ 0                 $1,392 

      
本月執勤同工:張子務弟兄                          本主日招待: 辛學軍 劉乾 青林 

下月執勤同工: 姜學軍弟兄                           下主日招待:  鐵橋 宗好 夏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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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週五晚查經聚會:  9/15 週五晚的查經，李玉惠姐妹繼續在我們中間分

享四福音書合參“十字架的道路”。盼大家一同來領受神的話語。 

2. 提名新執事；凡在本教會持續聚會三年以上的會員，合乎聖經 (提前

3:8-12) 要求，願意委身侍奉主耶穌基督及天城教會(須要二人以上聯名

並事先得到當事人的同意)者，請在 9/17 日前與金弟兄或執事們聯絡以

便進一步確認，交由執事會作出提名的決定。 

3. 成人主日學檢討策劃: 請同工們今天午餐後 1:30 在慕道班教室一起交

通檢討, 有建議者請向金海或羅天祐弟兄反應. 

4. 福音營: 這次的福音營, 天城教會有 9 位慕道友決志信主，感謝主的恩

典，求神保守這些新蒙恩的弟兄姐妹，持續地在主裏得更豐盛的生命.

有感動的基督徒請為此次福音營自由奉獻（註明福音營）。 

5. 秋季受浸班：秋季受浸班预計九月底開始, 11 月中旬受浸。在受浸班

的課程中，将從福音的角度来學習基要真理。如有預備受浸的慕道朋

友或渴慕接受福音装備的弟兄姊妹，請向葉湘弟兄報名。 

6. 兒童主日敬拜：開學了將恢復教會樓下 4-11 歲 Starlight 兒童敬拜，需

要家長陪同孩子到樓下簽到.若是晚于 10：35，請家長帶孩童一起安靜

在大堂參加敬拜, 11:00 再送孩子囘二樓教室。這段時間請不要留下兒

童單獨在二樓教室裏。 

7. 教堂維護：大堂和走道木地板整修的工程已完成，維護環境的衛生需

要全體會衆的共同努力。請特別注意吃飯、喝水別撒落地上，若看見

有東西掉落，請及時清理，以免有人踩到滑倒。希望大家共同維護，

並教導自己的孩子不要把不是廁所用紙丟入馬桶，引起整個下水系統

堵塞。 

 主要經文: 路加福音第八章 9 門徒問耶穌說、這比喻是甚麼意思呢。10他  

 說、神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至於別人、就用比喻、叫他們看也看不 

 見、聽也聽不明。 11這比喻乃是這樣．種子就是 神的道。12 那些在路 

 旁的、就是人聽了道、隨後魔鬼來、從他們心裏．把道奪去、恐怕他們信了 

 得救。13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聽道、歡喜領受、但心中沒有根、不過 

 暫時相信、及至遇見試煉就退後了。14 那落在荊棘裏的、就是人聽了道、 

 走開以後、被今生的思慮錢財宴樂擠住了、便結不出成熟的子粒來．15 那 

 落在好土裏的、就是人聽了道、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裏、並且忍耐着結實。 

 

  耶穌要培養人什麼類型的眼光呢？  ---  仔細聆聽真理的態度。 
 

第一， 路旁邊的眼光 

第二， 磐石上的眼光 

第三， 荊棘裏的眼光 

第四， 好土裡的眼光 

 

http://www.ebccnj.org/


9/10/17-9/17/17 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 

 
9/11，12 週一週二為教會禱告:  主啊，祢慈聲呼喚“到我這裡來”因爲 

  祢有生命之道，我們還跟從誰呢？惟有祢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 

  藉著這“道”誰能到父神面前？祢又是生命的糧，惟有吃祢喝祢，明 

  白遵行祢真理的話語，我們就得飽足；生命在祢裏面，若不與祢聯合， 

  我們永遠都無法得著屬天的，存到永遠的生命。主耶穌，被救贖的百 

  姓渴慕尋求祢的面，求主鑒察我們，知道我們的心思；試煉我們，知 

  道我們的意念。看在我們裡面有什麼惡行沒有，引導我們走永生的道 

  路。為神在天城教會設立的牧者們禱告: 求神智慧和啓示的靈充充滿 

  滿地澆灌在他們身上，使他們帶著 神的能力和權柄, 忠心地教導牧養 

  群羊，榮神益人。 

9/13 週三為肢體禱告: 主說「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 

  的软弱上顯得完全。」 1）繼續為林宗漢弟兄禱告，求神使他在這段 

  休養的日子, 成爲他生命的祝福：更深親近與主相交, 摸著主的心意； 

  求主托住弟兄，扶持引導他, 每一天靠主得勝；因著信, 滿有喜樂和平 

  安，經歷生命的更新。2）為邵伯伯身體的軟弱，求主恩待祝福他和 

  邵伯母，身心靈都有平安，知道在主裏無比的穩妥，因祂掌管明天。 

9/14 週四為受浸班禱告: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感謝 

  主， 不斷地帶新朋友到我們當中，並透過教會，福音營，使他們與神 

  相遇；為九月底將開的受浸班禱告，求神賜給同工們智慧，能力，將 

  神的真理說得明白，幫助新決志的弟兄姐妹，全心跟隨主耶穌基督。 

9/15 週五為亞洲青年團契禱告：在這末世，年輕的一代實在需要福音， 

  求神繼續祝福“亞洲青年團契”帶領亞裔初中、高中生來認識生命的 

  主。感謝主，在過去的日子神興起祂忠心的僕人們，為這項事工禱告、 

  無私擺上，帶領一批一批的年青人歸向主。今天我們呼求主，繼續感 

  動、呼召新一代的同工起來，投身這項事工，用年輕的生命來服事主， 

  與主同工，祝福這世代，爲主得著更多的靈魂。 

9/16 週六為天城中文學校禱告：中文學校已經開學，求神的靈與中文學 

  校同在, 祝福這項社區事工，吸引更多孩童及慕道友家長來到神的家中，  

  認識主；求 神祝福學生們有願意學中文的心，讓他們長大後，可以用 

  所學的中文配合主在地上的工作，為主得人得地。 

9/17 主日為聚會和信息禱告:  為簡志敏弟兄禱告，求神的靈充滿他，讓 

  神的話藉著講臺完全地釋放出來，使每一位都能用心領受，讓真理的 

  教導成為我們生命的實際 。求神賜下飢渴慕義的心，使講的和聽的同 

  感一靈, 在活潑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求神保守聚會不見一人, 只見耶穌。 

 
 

讀經進度:跟隨耶穌 9/10-9/16(上網)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 *** ***           *** 

每週五晚 8：00 教會有查經聚會，二樓有兒童聚會，三樓 EM 聚會。 
 

http://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