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7/1/18 (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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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 Singspiration           讚祂！讚祂                                       會眾     

經文 Scripture                 詩篇 16 篇                             

詩歌 Singspiration           祂隱藏我魂 

經文 Scripture                 何西阿書 6：3              

詩歌 Singspiration           祂自己 

禱告 Prayer       

獻詩 Choir                      近十架                                                     天城詩班   

信息 Message                 教会增长的奥秘                                   簡志敏弟兄      

 

報告 Announcement   

擘餅,團契 Communion&Fellowship  (福音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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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8:00pm) 週五晚李玉惠姐妹帶領查經  

      下主日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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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耶穌 7/1-7/7 www.letsfollowjesus.org/daily/all-year.php                              

 

1/1-6/24/18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到 Received $164,871 支出 Expenses: $156,352    

6 月奉獻 June 2018 General Offering: $43,503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369                     $14,500             $800 

宣教 Mission Fund:                    $14,175                 $34,000             $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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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BS Fund:                                  $3,181                   $2,500                   $1,405  

      
本月執勤同工：蘇岳禮弟兄                            本主日招待: 鐵橋 宗好 夏蓮 

下月執勤同工：林俊慧弟兄                         下主日招待: 辛學軍 黎明 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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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主日學：新約班從今天 7/1/18 開始查考馬太福音，課程將由錢大剛

弟兄、羅天祐牧師和其他同工一同擔任。其它: 門訓班, 舊約摩西生平

班，繼續有新的學習進度。9:30am-10:20am 成人主日學時間, 教會有兒童

照顧, 邀請有孩子的家長們一同來參加成人主日學。 

2.  “週五晚查經”7/6 週五晚查使徒行傳 15:36-18:22（保羅第二次宣教）: 

1) 保羅和巴拿巴在配搭上的分歧，有何學習？ 

2) 保羅在宣教事工上如何受聖靈的引導？ 

3) 從徒十六章看聖靈的帶領與環境的印證 

4) 帖撒羅尼迦教會的建立與情形 

5) 保羅在哥林多如何學習跟隨聖靈的引導？ 

3.  “禱告會”: 本週二晚 8：00，有一對宣教士夫婦來我們中間分享宣教

異象，歡迎大家來參加禱告會，我們一起敬拜尋求主面，為神國的拓

展、為大使命的負擔禱告。 

4. “牧者卸任”：金海弟兄在 6/30/2018 已正式退休，卸下了天城教會全職

主任牧師的職務，由羅天𧙗弟兄 7/1/18 接任。願神記念金弟兄夫婦在天

城教會多年的事奉，及祝福他們退休後的日子。我們亦為羅弟兄禱告，

祈求神賜給他智慧、能力及異象，帶領弟兄姐妹一起事奉及見証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 

5. 主日信息講員： 7/8 講員是錢大剛弟兄，7/15 講員是羅天祐牧師，請為

主日講臺信息和講員禱告。  

6. 暑期兒童聖經學校 VBS：7/30-8/3 的兒童聖經學校招收 5-12 嵗的兒童。

目前已開始報名，7/15 前報名，將享受優惠价每位$30,  7/15 後每位$50,

同家庭第二個孩子起$20/人。報名可上網 https://vbspro.events/p/events/ebcc

或填表。爲讓社區更多人參加 VBS, 所有外來的孩子免費。請多多邀請

您周圍家庭的孩子們參加。 

 
         

        (相關經文：以弗所書 4:15-16) 

 

1. 用愛心持守真理； 

 

2. 都连于元首基督； 

 

3. 靠祂联络得合式； 

 

4. 各体要彼此相助。      

    

http://www.ebccnj.org/


7/2/18-7/8/18主日信息及禱告事項 

 
7/2, 3 週一週二為教會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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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我們的心田都是 

  好土，明白神的道，並且這道在我們裏面扎根結實三十倍、六十倍、一 

  百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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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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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時間聆聽祂的話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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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週四為肢體禱告: 1）為李青林/雅琳夫婦已經去到新的地方禱告，求神 

  保守弟兄新的工作順利，加增他們愛主的熱情，擴張他們的帳幕，很快 

  融入當地的教會，也成爲祝福。2）為目前找工作和申請學校的肢體禱告：  

  求神施恩、帶領，為他們開合適的門；主是供應者，我們必不致缺乏。 

  也求神賜我們尋求和順服的心，能清楚神的帶領。 

7/6,7 週五、六為兒童事工禱告: 1）為 VBS 禱告：目前報名的 25 位基本都 

  是教會家庭的孩子，願更多肢體加入代禱的事奉，求神的靈引導，祝福 

  我們有傳福音的負擔和熱情，廣泛邀請周圍社區的家庭，引導更多的孩 

  子們進入教會，使他們幼小的心被神觸摸，成爲祝福。目前需要接送孩 

  子們的同工，求神感動有時閒的弟兄姊妹，加入接送孩子們的服侍，使 

  有心的孩子們都有機會參加這次的 VBS。2）為 Starlight 兒童事工禱告:  

 感謝神預備英文組的年輕同工，求神賜能力、智慧，願他們的服事蒙神 

  保守；感謝神也興起孩童們，願意配合老師，成爲小幫手；求神感動孩 

  子們的家長，也願意擺上自己的一份，共同來參與這項兒童事工。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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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恩膏于為祂做出口 

  的錢大剛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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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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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