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6/25/17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主在聖殿中                                        李文雄弟兄                                                                                                  

經文 Scripture               詩篇 100 -101:2  

詩歌 Singspiration         榮耀歸于真神                                                   會眾                                                                                                    

             有福的確据 

禱告 Prayer          

經文 Scripture                詩篇 133 篇 

獻詩 Choir                    我心靈得安寧                        天城詩班                                                    

詩歌 Singspiration         弟兄和睦同居 

信息 Message                標竿人生 3-為神的家而活            錢大剛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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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8:00pm)  晚上查經暫停一次 

      下主日 (7/2 9:30am)  主日學:門訓班、創世記班、標杆人生班 暫停一次 

                                        每日靈修請參考“跟隨耶穌 6/2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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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8/17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128,657/支 Expenses: $112,455 

6 月奉獻 June General Offering: $15,109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5,669                  $15,000              $0 

宣教 Mission Fund:                 $7,315                  $30,000              $8,000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1,920                                   $762 

      
本月執勤同工：鄒玉山弟兄                         本主日招待: 才益 辛學軍 國強 

下月執勤同工：金  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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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及信息大綱 

 
1. 基督耶穌微行查經: 週五晚現在開始到十月中旬，李玉惠姊妹在我們中

間帶領週五晚上 8:00 的查經， 以四福音書合參來教導“基督耶穌微行:

十字架的道路”請大家同來學習。 

2. 禱告會: 6/27 週二晚 8：00 是教會聯合禱告會，我們一起敬拜神，為教會

的英文事工和肢體的需要禱告，尋求主的面；同時也經歷神的信實和祂

大能的作爲。在此邀請大家在這樣事奉上同心參與。 

3. 主日信息講員： 7/2，7/9 兩次主日的講員都是金海弟兄，請為主日講臺

信息和講員禱告。 

4. 暑期兒童聖經營 VBS:  暑期兒童聖經營訂在 8/7-8/11，年齡:四嵗或以上

的兒童，目前開始報名,報名表格在布告欄, 報名費$25, 表格和費用請交

給 Stephanie 或慕嵐。若是到下個主日 7/2 我們沒有收到 15 位以上的報

名，今年暑期兒童聖經營可能會考慮停辦，請有意願的家庭抓緊報名。 

5. 公用冰箱：洗手間門口的冰箱，可以讓會衆作爲臨時存放食品使用，但

您需要在所屬的袋子上標上姓名，否則我們將作爲無人認領物清理掉。  

為保持冰箱的有效空間和清潔, 私人物品, 最多保存二周, 請大家配合。 

 
      

     屬靈的家, 肉身的家, 豐富榮耀的產業. 

   （弗 1:18,帖前 5:10,帖前 4:17,約一 3:2,林後 3:18, 啟 21:4,太 25:23,羅 8:17） 

    

     受洗：歸入神家的標記.（林前 12:13） 

   

     神盼望他的家以愛見稱. （約 13:35） 

   

     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聖經中教會的隱喻. （提前 3:15） 

    

     團契: 與父, 耶穌基督相交, 與聖靈相交, 與神的性情有份, 彼此交接, . 

   （腓 1:5, 約一 1:3, 猶 1:3,彼後 1:4, 徒 2:42） 

         

     團契生活一起經歷生命: 委身, 誠實, 謙卑, 保持禮貌, 保密, 經常聯繫. 

   （弗 4:25, 彼前 5:5, 羅 12:10, 箴 16:28, 希 12:25） 

 

    不與黑暗,罪,惡行相交  避免膚淺, 重建破裂.  

   （林前 10:20, 提前 5:22, 約二 1:11） 

 
 

 

      

http://www.ebccnj.org/


         6/25/17-7/2/17 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 

 
6/26，27 週一、週二為教會禱告:  神啊！感謝祢救贖的恩典，召我們出 

  黑暗，進入祢愛子光明的國度；是被揀選的族類、君尊的祭司、聖潔 

  的國度、屬神的子民。祢把屬自己的百姓從世界帶出來，使我們成爲 

  教會，為要我們侍奉祢，是主在地上的身體，顯出基督榮耀的生命； 

  主啊，幫助我們住在祢的裏面，靠著内住聖靈的引導，行出祢的美善， 

  宣揚祢的美德；為神在天城教會設立的牧者們禱告：求神向他們仰臉 

  光照他們，賜他們敬畏、謙卑的心，與神同行；得著天上的啓示，來 

  牧養神的百姓。 願神的能力充滿他們，成爲用生命傳道之人。為執事 

  團隊禱告:  求神開啓屬靈的眼睛，看見基督的榮美，心裏火熱，渴慕愛 

  主，更多禱告，完全的依靠，分別為聖，全然歸主，滿有能力事奉主。 

6/28, 29 週三,週四為肢體禱告: 1）為凌金珠姐妹禱告, 她已經順利完成了 

  大腸手術, 目前在休養恢復中，求主保守伯母的身心靈在祂愛中被更新, 

  以馬内利的主與她同在,  成爲神在她身上的又一個見證。2）為林宗漢 

  弟兄繼續禱告：感謝神, 周四他雖然突發頭痛，但蒙神保守得以平息； 

  求神完全的醫治臨到弟兄, 賜他身心靈健壯。3）為王宗好弟兄禱告: 他 

  肺部陰影的檢查結果交托在神手中，求主保守弟兄的身心靈, 有主同在 

  的平安。4）為邵伯伯持續恢復感謝神，求神在靈裏日日更新他。 5） 

  為心靈軟弱, 憂慮懼怕和受傷的肢體禱告: 求主安慰、引導他們禱告尋 

  求神, 靠主爭戰、靠主得力。神已經把所有的祝福在基督裏賜給我們,如 

  今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知道所臨到的一切是于我 

  有益，爲要建造我們的生命越來越像基督，心中就可以大得安慰。 

6/30 週五,週六為英文組禱告：求主祝福年輕的一代，他們是神國的未來， 

  基督的精兵；求神引導開啓，使他們被主深深吸引，與主親密；保守他 

  們在教會和團契中，不至迷失；求主復興他們，願意獻上自己，當作活 

  祭，來事奉主；求主祝福英文組各樣的服事和聚集; 聖靈賜能力給年輕 

  同工，在學習侍奉主的同時,  彼此有生命的相交，在主裏同得建造。  

7/1 週六為國家執政掌權者禱告: 求神賜美國人民敬畏神的心，各人悔改， 

  離棄自己的惡行，使這國可蒙耶和華賜福保守；為這國家的領導團隊 

  禱告, 求主使他們心裏正直，行在神的道上，得著天上的智慧才幹引導 

  美國；求主洁淨這地，復興教會，興起發光，靠主站立，成爲見證。 

7/2 主日為聚會和信息禱告:  神啊, 主日的清晨我們聚集敬拜、讚美稱頌 

  祢榮耀的聖名；願主的名在這地被高舉，惟有祢是配得！求主鋻查我 

  們, 看我們裏面有什麽惡, 使我們悔改, 蒙赦免,得潔淨; 求聖靈引導，開 

  啓人心, 使我們遇見神；為金海弟兄禱告，求神恩膏，釋放屬天信息。 

 
讀經進度:跟隨耶穌 6/25-7/1(上網)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 *** ***           *** 

6/30 週五晚 8：00 教會所有的查經聚會，因著國慶假日，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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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