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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 Singspiration
禱告 Paryer
獻詩 Choir

9/11/16 (10:30am)
林俊慧弟兄
詩 103:1-6, 8 -12, 17-18
我的心, 你要稱頌耶和華
神羔羊
神羔羊是萬王之王

會眾

信靠耶穌何其甘甜

信息 Message
力量的轉移
勞伯祥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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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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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
836–1771
1:00-2:30pm 詩班
(李冠芬)
313 - 7228
8:00-10:00pm 禱告會
(教堂)
836 - 1771
10:00am
姐妺成長班 (李屏貞)
230 - 4966
10:00am
禱告查經會 (楊曉榮)
816 - 8701
8:00-10:00pm 查經,分享
(教堂)
836 - 1771
8:00-9:30am 晨禱
(每月第一，三週於教堂) 836 - 1771

週五晚 (9/16 8:00pm) 週五晚傳福音分享聚會
下主日 (9/18 9:30am) 每日讀經班“跟隨耶穌 9/11-9/17 (可上網)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舊約概論（小先知書）; 門徒訓練班

1/1-9/4/16 奉獻收入/開支 General Offering $165,437 /Expenses:$188,626
九月奉獻 Sept. General Offering：$4,358
2016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14,739/27,000
已發送Sent: $0
2016 宣教 Mission Fund: $ 20,246/55,000
已發送Sent: $22,950
2016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4,240/5,000
已發送Sen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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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定 亞軍 姜毅
下主日招待: 鉄橋 宗好 夏蓮

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ebccnj.org 聆聽信息

1. 新執事提名: 中文組:鄒玉山、葉湘、張子務；英文組:吳慕嵐、Jackson
Wan；請為他們禱告。若大家發現這幾位有不合聖經對執事要求的行爲
(提前 3:8-13), 請以書面並具名方式在 10 月底前,把您的意見投入意見箱。
2. 交通分享聚會: 預定 10/30 的主日信息時間將開放給弟兄姊妹們分享對
神的話語和聖靈在最近一年來的感受經歷. 有意願者請洽金海弟兄.
3. 週五晚查經聚會：9/16 週五將是短宣及福音見證分享。9/23 之後到年
底將會有 10 個介紹慕道友認識耶穌是唯一救主的題目。請同來學習。
4. 福音營信息: 我們教會有同工及慕道友 68 人參加福音營（包括詩班）,
25 位慕道友中 10 位決志信主. 天城教會將分擔 $15,875. 如有感動願意
奉獻請註明為福音營。福音營講道的內容 （主題,專題,問答,見證...）
連結: http://bctcnj.org/gcamp/message.aspx 歡迎弟兄姐妺上網听。
5. 受浸班報名: 凡相信耶穌基督為救主, 尚未受洗的弟兄姐妺,請參加受浸
班，9/25 開始上課, 預計 11/20 施洗。請向葉湘弟兄或曹昕姐妺報名。
6. 中文學校：溫馨提醒，天城教會中文學校 9/10 已經開學，如果還有需
要報名的弟兄姐妹，請儘快聯絡陳娜姐妹: 201-744-8843。
7. 主日兒童敬拜: 九月下旬開始，主日上午 10:30，教會 4 嵗到 12 嵗的兒
童由 EM 年輕的弟兄姐妹帶領在地下室敬拜，負責同工 Stephanie Ho.
8. 兒童主日學：新學期已經開始，兒童的教室分配如下：五、六年級 #2 教室；三、四年級 - #1 教室；一、二年級- #3 教室；四、五嵗班 –
#4 教室；幼兒班（四嵗以下）- #5 教室；
(相關經文：詩篇 18：1-2 ; 32-34 ; 44)
一 引言：不同的人，在度過難關後會有不同反應：
有些人認為是幸運，命好。
有些人認為是自己的努力。
但大衛在這個時候說：「耶和華是我的力量啊，我愛你」。
二 這是敬虔的「選擇」，從其中引發出一個深度的力量轉移：
v 2 選擇相信, 讓信仰有起點：他深深體會到一種「保護他」的力量
v32-34 從「保護他」的力量轉為「建立他」的力量
v44 因他的名聲而投降，換言之，這力量已到了「成為他」的了
三 這力量在我們生命中的意義
v1 對神生發了愛慕之情
v32 使他有力量，行為完全，腳快如母鹿的蹄，使穩行在高處
v33 使我的手能以爭戰
v34 他的膀臂能開銅弓
v44 讓他的生命滿有影響力
四 結論：要用「選擇」去讓信仰有個起點，也讓神的能力逐步轉為
個人生命的能量。

9/11/16-9/18/16 禱告事項及讀經進度
聖經信仰要理問答: 38）什麼是禱告?
答: 禱告是向神傾心吐意.
經文：詩 62:8 你們眾民當時時倚靠他，在他面前傾心吐意；神是我們
的避難所。
禱告：主神, 增加我們的信心, 你是我們的避難所. 幫助我們在任何時刻
都信靠你. 我們向你傾心吐意, 神啊, 知道你是真理的神, 你所有的應許都
將實現, 因此我們禱告…[繼續禱告], 阿們.
9/12 週一為教會尋牧禱告: 中文組需要多一位牧者, 求神預備, 供應我們合
適的牧者, 與金弟兄, 執事同工們一起配合服事, 使教會更加合神心意。
9/13 週二為教會及服事禱告: 教會是神國度在地上的彰顯, 基督耶穌是房
角石。為金弟兄和 Ken 牧師禱告，願他們每天更多的與基督耶穌這房角
石對齊, 恆切禱告, 心里火熱。為教會服事團隊禱告, 願他們因聖靈所賜
的信心, 看個人所得的恩賜合乎中道, 在基督的身体中同被建造, 彼此連
結, 使神的身体顯大為教會所需要新的牧者迫切禱告，願神在我們中間
興起人, 也興起長老，願意回應神的呼召, 全心奉獻，榮耀主名。
9/14，15 週三週四為肢體禱告：1) 為林宗漢弟兄禱告, 他 9/8 做了骨髓移
植, 同時打抗過敏的藥, 我們禱告求主保守宗漢的身体接受這些外來的
血液幹細胞, 在他的身体上製造正常的血液, 願神大能的手介入。2) 為
石光瀛弟兄, 他換了新的抗癌藥, 求主藉這藥除去他的癌細胞, 使他的口
腔, 喉嚨能完全恢復, 也求主在這一段時間向他仰臉, 用話餵養他的靈，
靠主喜樂。3) 為楊良彪弟兄禱告, 求主除去他心中的一切黑暗, 一切的
懼怕, 使他再次見光, 心中充滿赦罪的平安和屬天的光亮。4) 為李軍和
蘇美惠姐妹已經返鄉探望母親禱告, 她們的母親身體軟弱, 求神看顧；
特別求神憐憫這兩位母親的靈魂，使李軍和美惠能夠把最寳貴的福音
好消息帶給她們的至親，願她們願意接受耶穌成爲生命的主。
9/16 週五為詩班感謝主：他們在福音營盡心竭力的用詩歌贊美神, 聖靈
藉此感動許多人, 求主繼續用神的話來充滿他們, 使他們有更美的事奉。
9/17 週六為校園事工禱告：求主讓學生不因學習的压力, 远離教會、团
契, 求主使他們願意學習依靠神, 經歷神的同在, 能心平氣和的完成課
題, 以至能堅定跟隨主。
9/18 主日為講臺和信息禱告：為金海弟兄禱告, 願神藉著聖靈在他讀經
尋求主面的時候更深地開啓他，滿有能力地的傳講神給他的信息。為
領詩的弟兄禱告, 願他在主的面前敬拜, 享受聖靈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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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9/17(上網)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
***
***
***
***
每個週五晚 8：00 教會有聚會。二樓有兒童聚會, 三樓有 EM 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