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2/4/18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主在聖殿中                                              岑蔭培弟兄                                                                                                     

詩歌 Singspiration         主你真是配                                                         會眾 

              聽哪! 千萬聲音雷鳴                              

經文 Scripture               詩 19:7-14/32: 1-2/139:23-24  

詩歌 Singspiration         有福的確據     

禱告 Prayer           

獻詩 Choir                    何等奇妙的愛                                      天城詩班       

 

信息 Message                信仰传承                                  羅天祐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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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8:00pm)  週五晚查經分享 使徒行傳 3-5 章  

      下主日 (2/11 9:30am)  主日學：受浸/門訓班, 舊約摩西生平, 新約雅各書 

       每日靈修請參考“跟隨耶穌 2/4/18-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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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8/18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33,880/支 Expenses: $14,057 

1 月奉獻 Jan. General Offering: $14,335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169                     $14,500             $0 

宣教 Mission Fund:                    $45                      $34,000             $0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0,716                                      $385   

      
本月執勤同工：姜學軍弟兄                         本主日招待: 辛學軍 黎明 麗華 

下月執勤同工：張子務弟兄                             下主日招待: 鐵橋 大剛 劉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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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春季受浸班報名:受浸班 2 月 4 日今日开课，共分三個階段：前 8 週

受浸课程，探索世界的问题；中間 20 週，将学习如何改变人生/价值/历

史/世界观等；後 6 週教导禱告“以敬拜为中心的生活”。請願意受洗歸

主或願意更多認識主的慕道朋友們，向羅天祐弟兄或金鳳琴姐妹報名. 

2. 成人主日學新、舊約班: 雅各書: 將用半年時間研讀，藉教導與討論，得

著屬天的啟示、和屬地的智慧。摩西生平: 從出埃及記到申命記,查考摩

西的一生，經歷以色列人的旅程。 

3. 週五晚查經：今年二月到四月，週五晚將由弟兄姐妹分享使徒行傳的預

讀題目“教會見證復活的基督”準備五月李玉惠姐妹的查經課程。二月

課程安排： 2/9 徒 3-5 章-教會在猶太和耶路撒冷的見證(聖靈的大能), 

2/16 徒 6-8 章-教會在猶太和撒瑪利亞的見證(信徒受試煉);  2/23 徒 9-10

章（加 1:15-24；2:11-14）。 

4. 聖經講座：王守仁教授將於二月廿八日在 Tenafly "恩典教會" 有連續四

天的"聖經講座" .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詳情貼在報告欄。 

5. 會員大會：上週會員大會的會議記錄已經張貼在大門口的布告欄内了。 

6. EM 冬令會: 英文組二月的冬令會時間：2/16-2/18 (週五-週日)，請家裏有

青少年的家長們鼓勵孩子們積極參加，英文組繼續接受報名，報名費每

位$200。 

7. 幼童照顧: 請 2-4 歲幼童父母 12:30 準時到地下室接出孩子, 以便教室空 

出使用。4-11 歲幼童 10:30 前由家長親自送入地下室參加 Starlight 敬拜, 

12:30 準時到二樓主日學教室接管孩子, 讓老師們可以用餐休息。 

 
        相關經文：箴言 22:6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路 

   加福音 2:40 -52孩子漸漸長大、強健起來、充滿智慧．又有 神的恩在他身上。  

   每年到逾越節、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 當他十二歲的時候、他們按着節期的規 

   矩上去． 守滿了節期、他們回去、孩童耶穌仍舊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並不知 

   道． 以為他在同行的人中間、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親族和熟識的人中找他． 既 

   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過了三天、就遇見他在殿裏、坐在教師中間、一 

   面聽、一面問。凡聽見他的、都希奇他的聰明和他的應對。 他父母看見就很希 

   奇．他母親對他說、我兒、為甚麼向我們這樣行呢．看哪、你父親和我傷心來找 

   你。 耶穌說、為甚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麼。〔或作豈不知我 

   應當在我父的家裏麼〕 他所說的這話、他們不明白。 他就同他們下去、回到拿撒 

   勒．並且順從他們．他母親把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裏。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身 

   量或作年紀〕並 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信仰的傳承是靠著教養孩童 

    教養孩童是為了使他走當行的道 

    什麼是當行的道?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注:或作“年紀”）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反思      

http://www.ebccnj.org/


2/5/18-2/11/18主日信息及禱告事項 

 
2/5 週一為教會禱告: 求主祝福教會全然與世俗隔絕，以聖潔為裝飾，預 

  備、等候她榮耀的新郎；願神百姓的生命與主連接，如同枝子連與葡萄 

  樹，滿有聖靈的果子，成爲見證；願教會在神鋻察的日子，歸榮耀給神。 

  求神特別帶領教會的兒童事工，保守我們以敬畏、敬虔的心來帶領孩子 

  們，忠心看顧神所賜的產業，使他們走當行的道，到老也不偏離。願神 

  賜家長們謹慎自守和智慧的心，有永恒的眼光，看重屬神的祝福，常常 

 為孩子的生命禱告，尊主為大，逃避世俗，言行一致養育敬虔的後代。 

2/6 週二為禱告會禱告：求主聖靈挑旺我們愛主的熱情，渴望到主施恩座 

  前，用心靈誠實敬拜稱頌我們天上的父，歸榮耀給神，享受神同在的美 

  好與交通；求主賜我們新的眼光，看見神國的廣大和需要，學習聆聼主 

  的聲音，在神的心意裏獻上禱告的祭，使祢的心得滿足。求聖靈更新變 

 化我們的生命，一同經歷神的信實和祝福，唯願主的旨意成就。 

2/7 週三為為牧者、執事禱告：求主祝福教會所有的牧者，賜他們智慧的 

  心，同心合意帶領教會走在神的心意中。願神的恩膏在他們身上, 按著 

  聖靈的感動，引導供應群羊。為執事團隊禱告：求主的靈充滿、引導他 

  們的侍奉，與主同工、同行；求主堅固他們手中的工，聖潔歸主。 

2/8 週四為肢體禱告: 1）為邵伯伯禱告，他的泡疹復發很嚴重，求主為老 

  弟兄開路，預備適合的治療場所，使他得到好的護理和有效的治療。2） 

  求主引導扶持所有在困境和難處中的肢體，每天藉著仰望交托，經歷聖 

  靈的安慰，浸入在主的喜樂裏，經歷以馬内利的實際，靠主得勝。 

2/9 週五為英文事工禱告：感謝主，讓英文組開始不同年齡組的週五晚聚 

  會，求主祝福少年組週五晚在教會的聚集，賜他們單純尋求的心，享受 

  團契生活，從小活在主面前。求主特別恩待帶領的年青弟兄們，裝備他 

  們，成爲基督精兵；為青年組的聚集禱告，願他們年輕的生命渴慕愛主， 

  遠離世俗，分別為聖歸給主；為有孩子的年輕家庭禱告，願他們尊主為 

  大，夫妻同心愛主，在主的心意裏養育敬虔的後代。 

2/10 週六為受浸班禱告：求聖靈在每一位受浸班的學員心裏動工，除去一 

  切的干擾和攔阻；願每一位的心都是好土，使福音的種子生根、成長。 

  求主恩膏作出口的每一位同工，以禱告連與神，與聖靈同工；求神賜他 

  們屬靈的敏銳，有能有力地把真理的活道闡述清楚。 

2/11 主日為聚會和信息禱告:  求神潔淨我們所站立之地成為聖地，潔淨所 

  有為主做出口的, 求聖靈帶領敬拜, 激勵每一位的心, 火熱愛主。願我們口 

  唱心和的頌讚, 達到神榮耀的寶座前, 蒙悅納！求神大大感動和恩膏金海 

  弟兄, 釋放屬天的信息。願講的和聼的同感一靈, 同蒙造就。 

 
讀經進度:跟隨耶穌 2/4-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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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