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8/19/18 (10:30am) 

宣召                                                                                             EM Group    

詩歌                   全然放手                                                                   會眾    

                  一萬個理由 

                          讚美神                 

禱告 

要理問答                                      Michael Shum 

信息                摩西的信心: 不怕、不肯、寧願                     金海弟兄 

擘餅                                                                                      Michael Shum 

愛筵  (歡迎在愛心中一起享用) 

                  報告及代禱事項 
 

1. 福音營報名: 勞工節長周末福音營於 8/30 - 9/3 在新澤西州南部海邊的 

Harvey Cedars 舉行。福音營的邀請卡放在進門處的書架上，福音朋友免

費參加，報名請洽李屏貞姐妺。請為邀請的朋友們和營會代禱。 

主題信息&講員:  科學與信仰—黃力夫教授；可信的憑據—劉志雄長老 

大會專題題目: 平安喜樂 & 在職場經歷神；讓證據説話-聖經爲何可信； 

             耶穌基督的救恩於宗教；成癮與脫癮； 

                      從相信進化論到質疑進化論談生命與人類的起源；             

2. 禱告會: 每週二晚 8：00 教會有禱告會，我們一起敬拜神，為教會的各

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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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神的國、為教會守望禱告是服事，是主對屬祂“君尊的祭

司”的期望；在此邀請大家在這樣的事奉上同心參與。 

3. 週五晚查經: 週五晚查使徒行傳由李玉惠姐妹帶領, 8/24週五晚查使徒

行傳。思考題: 1) 總述初期教會治理方面的特點； 2) 總述初期教會聚會

方面的特點； 3) 總述初期教會聖靈的工作；4) 現今美國華人教會信徒生

活的中心是什麽?  5) 現今美國華人教會爲何失去聖靈大能的見證？ 
  

   週五晚 (8/24  8:00pm) 週五晚查經使徒行傳 

   下主日 (8/26  9:30am)  主日學：門訓班, 舊約摩西生平, 新約馬太福音  

   每日靈修請參考-跟隨耶 8/19-8/25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1/1-8/12/18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197,777 支 Expenses: $205,151    

8 月奉獻 Aug 2018 General Offering: $9,129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569                     $14,500             $800 

宣教 Mission Fund:                    $14,405                 $34,000             $17,400      

學生事工 Student Fund:             $10,716                                          $2,612 
 

   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ebccnj.org 聆聽信息 

                          Worship Program 
 

Call to Worship                                                                      EM Group       

Singspiration    Nothing I Hold Onto    

   10,000 Reasons      

           God Be Praised/Our God Reigns                                   

Prayer      

Catechism                     Michael Shum 

 

Message       The Faith of Moses: Fearless, Refusing, Choosing 

                                                                            Hei King 

                 

Communion and fellowship                                               Michael Shum                        

Love Feast  

(KJV) Heb 11:1  Now faith is the substance of things hoped for, the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 … 6 But without faith it is impossible to 

please him: for he that cometh to God must believe that he is, and that 

he is a rewarder of them that diligently seek him.  

(NIV) Heb 11:23  By faith Moses’ parents hid him for three months 

after he was born, because they saw he was no ordinary child, and they 

were not afraid of the king’s edict. 24 By faith Moses, when he had 

grown up, refused to be known as the son of Pharaoh’s daughter. 25 He 

chose to be mistreated along with the people of God rather than to enjoy 

the fleeting pleasures of sin. 26 He regarded disgrace for the sake of 

Christ as of greater value than the treasures of Egypt, because he was 

looking ahead to his reward. 27 By faith he left Egypt, not fearing the 

king’s anger; he persevered because he saw him who is invisible.  
 

Vision (v26, 27)  -- Value (v26) -- Venture (v25, 27) -- Victory (v26) 
 

來 11: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6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神是)，且信他賞

賜那尋求他的人。  

來 11:23 摩西生下來，他的父母見他是個俊美的孩子，就因著信，把他

藏了三個月，並不怕王命。24 摩西因著信，長大了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

之子。 25 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26 

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27 

他因著信，就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因為他恆心忍耐，如同看見那不能

看見的主。  
 

   眼光 (v 26, 27)  --> 價值 (v 26) --> 冒險 (v 25, 27) --> 勝利 (v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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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18-8/26/18主日信息及禱告事項 

 
8/20,21 週一, 二為教會禱告: 求神保守天城教會在地上的日子分別為聖, 

合神心意；願教會有同一個從天上來的異象，承接主大使命的托付和召

喚。求聖靈挑旺每一位愛主的心和對神話語的飢渴，明白神的真道。求

神特別祝福、潔淨、恩膏牧者們，常常安靜在主面前等候仰望得能力，

是祈禱傳道者，明白父神的心，也了解人裏面的需要，釋放屬天的信

息。當神對著百姓説話的時候，求聖靈幫助我們活出這話語的真實。為

執事團隊禱告: 求神賜下渴慕的心，願聖靈引導他們謙卑與主同工同

行，得著屬靈的智慧和能力來管理神的家。願他們手中的工得神祝福、

蒙神悅納。 

8/22 週三為生命禱告: 為教會每一位的屬靈生命禱告，求神賜更多的渴

慕在每一位基督徒的心中，明白自己的位份，願意回應主的愛，渴望明

白神的心意和教導，並遵行神之道；求聖靈更新、幫助我們，願意常常

來到主的腳前，花時間讀祂的話語，多多禱告，尋求祂的面；求神恩待

教會的成人主日學，賜智慧給帶領的同工們，把神的道講解清楚；願更

多的弟兄姊妹願意學習、明白主的話，操練生命，行出神話語的真實，

使我們的生命日益更新豐盛，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榮耀主名。 

8/23 週四為肢體禱告: 為在各樣難處中的肢體禱告：求神幫助我們看見:

我們在天上的父是万有的主宰、是我們環境中的主，更是以馬内利與我

們同在的神。祂知道並掌管我們今天、明天和未來的道路。求主幫助我

們明白，試煉中祂有美意，為要更新生命，使我們的靈命成長、成熟；

求主憐憫、光照我們裏面隱而未顯的罪，靠著恩典，願意悔改，就帶下

生命的復興。求神賜給我們經歷難處的智慧，憑著信心求告祂，神必幫

助屬祂的兒女，帶我們經過風暴，更加認識並信靠愛我們的主，信心加

增，享受裏面的平靜和安息，使我們的生命結出聖靈的美好果子。 

8/24,25 週五週六為勞工節長周末的福音營禱告：願神施恩給做出口的講 

員，滿有聖靈的恩膏，釋放屬天的信息；求神保守大會的各項服事和同

工們的配搭，在愛中連接，盡都順利；爲我們已經邀請的和準備邀請的

福音朋友們禱告：求神興起環境並預備他們的心，願意來尋求真理；求

神除去一切的攪擾和攔阻，使人可以來就光，進入神愛子光明的國度；

願主的同在顯在每一項事工和安排中，願主的名得榮耀。 

8/26 主日為聚會和信息禱告: 求神潔淨我們所站立之地，潔淨所有來到

主面前的弟兄姐妹, 使我們與神之間沒有攔阻，以心靈誠實來敬拜讚美

神！願我們口唱心和的頌讚, 達到神榮耀的寶座前！求神恩膏為祂做出

口的劉志雄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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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8/25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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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五晚上 8:00 教會有查經聚會，同時二樓有兒童聚會,  三樓 EM 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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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