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榮耀是主聖名
詩歌 Singspiration
經文 Scripture
詩 103:1-5,
詩歌 Singspiration
基督就是我的世界
賽 40:28-31
經文 Scripture
詩歌 Singspiration
如鷹展翅上騰
信息 Message
當仰望神
詩歌 Singspiration
你坐著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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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16 (10:30am)
岑蔭培弟兄
會眾

林宗漢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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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 8:00pm) 週五晚聚會 團契活動
下主日 (12/25 9:30am) 所有成人主日學班 暫停一次
“跟隨耶穌 12/18-12/24 (可上網)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報告及信息大綱
1. 12/25 聖樂敬拜與傳福音：詩班將帶領聖樂敬拜，然後是福音信息，邀請
單在圖書館門口，請大家邀請親朋、慕道友來參加這特別的聚會。
會前禱告: 下主日 12/25 沒有成人主日學. 請弟兄姊妹於 9:30-10:20 到樓上
1 號教室為當天聖樂傳福音的聚會禱告. 1/1/2007 將恢復成人主日學。
2. 禱告會: 12/27 週二禱告會停一次，但 12/31 周六晚 8:00-10:00 教會有年終
禱告會，盼望弟兄姐妹一同來到神的面前獻上感恩，為新的一年祈禱。
3. 2017 成人主日學簡介：門徒訓練班 - 门徒训练班将从神的话语，耶稣基
督的作为，圣灵的感动三方面更多明白神的旨意和行事法则；跟隨耶穌
班(網路版) - 從路加和约翰福音查考、思想耶稣的言行，学习与神同行
的生活。創世記一年之旅 - 我們探索神在我們的生命與生活中的意義和
目的。盼望從學習中，我們的心懷意念，態度和世界觀有更新有變化。
標杆人生 - 通過四十週"標竿人生"這本書的學習，我們可以在基督裏面
找到我是誰、為什麼而活，進以建立地上生活的實踐習慣.
4. 關懷小組: 2017 的分組名單已大致就緒. 下周將會交給各大組長，若有需
要的弟兄姐妹可向各組長索取. 名單只限教會關懷聯絡使用.
5. 乒乓球聯誼賽: 今天下午 1:45 pm 我们中文组和 SIT 小组有乒乓球聯联
谊赛定在 1/1/17 主日下午 1：45pm。
6. 聖誕節的挑戰: 是支助在海地賑災的醫療船 (GLOBALMEDIC), 對海地風
災後給當地民衆緊急救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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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經文: 詩篇 42、43）
一、作者與經文概要

1/1-12/11/16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到 Received $242,206 支出 Expenses: $261,384
12 月奉獻 Dec General Offering: $10,587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20,389
$15,875
$15,875
宣教 Mission Fund:
$23,196
$43,900
$33,425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4,340
$5,000
$2,320
海地 Haiti (Global Medic): 收入 Received $2,600 (此項奉獻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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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林 玉山 宗好
下主日招待: 鉄橋 學軍 大剛

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ebccnj.org 聆聽信息

1.被擄異鄉的處境 (42:1-5)
2.回轉向神的開始 (42:6-11)
3.走上祭壇喜樂的神 (43:1-5)
4.副歌：轉變的關鍵

二、走出心靈幽谷
都是環境惹的禍? 根本問題是“心”, 惟一辦法是“仰望神”
1）鑒查我們的心：更新變化
2）改變我們眼光：聖靈果子
3）我與神更親近：兒子模樣
三、又新又活的路：耶穌基督
四、思想：你的心情憂悶或煩躁時，通常用什麼方法排解？
心情不好時，找神和找人的結果有何不同？

12/18/16-12/25/16 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
聖經信仰要理問答 51 : 基督的升天, 帶給我們什麼益處?
答: 基督如今在天父的同在裡為我們代求, 又差派祂的聖靈給我們.
經文：羅 8:34 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裡復活，現今在神的
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禱告：主已复活，我们也必藉着祂复活！主已升天，我们也必藉着祂升
天！復活榮耀的主啊, 因著你的愛,我們被創造, 蒙救贖, 成為聖潔. 幫助我
們愛你, 讚美你, 服事你. 求你的聖靈. 引導我們更親近你. 為著你的榮耀,
求你為我們预備那永遠與你同在的永世！阿們.
12/19 週一為教會中文組尋牧禱告: 求神賜下有全時間事奉呼召的弟兄,
帶著為父的心情, 願作主的僕人, 與金弟兄、Ken 牧師和執事同工們一
同配搭, 來服事主的教會。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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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禮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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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22 週三，週四為肢體禱告：1）為馮靜蕙姐妺及她的姐姐禱告,求
神安慰她們失去父親的傷痛，享受基督裏的平安。2）為林宗漢弟兄禱
告, 他換骨髓馬上滿三個月, 願神的新生命大大充滿他, 全然活出新的生
活。3）為宋亮年弟兄禱告，他的工作即將結束，感謝神讓弟兄有一顆
完全信靠的心, 安靜等候主的帶領；求神為亮年弟兄預備他未來的道路。
12/23 週五為英文組禱告：願家長們看重青少年與主的關係, 勝過世上一
切。求神也加添年青人對社區傳福音的負担, 建立與主的個人關係；為
明年 2/17-2/19, 三天二夜的冬令會禱告，願家長們為孩子預留時間，為
他們祝福禱告, 使年青人在這聚會中, 大有長進; 也為講員禱告, 願講員的
話直擊年青人的問題, 用神的話幫助他們。也求神加添 Ken 牧師及同工
們愛主的熱情, 竭力為主而活。
12/24 週六為教會牧者及服事團隊禱告：為金弟兄和 Ken 牧師禱告, 在這
末了世代, 仇敵的工作是讓許多是是而非的思想, 混入教會, 願神的靈將
真道解明給他們, 帶領會衆行在真理中, 教會能幫助黑暗中的人。為執事
們禱告, 願他們知道自己的恩賜與負担, 能站在合宜的事奉崗位上, 齊心
配搭, 將基督的身体表明出來。
12/25 日為講臺和信息禱告：求神恩膏喻馬可弟兄，求神賜給他謙卑的心,
禱告的靈, 靠主傳天國的福音。求神祝福詩班帶領的聖樂敬拜, 願聖靈藉
他們的詩歌觸動慕道朋友們的心, 看見基督為世人降生的大愛。
讀經進度:跟隨耶穌 12/18-12/24(上網)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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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週五晚 8：00 教會有查經團契活動。二樓有兒童聚會, 三樓有青少年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