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敬 拜 程 序 
    主後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日 

 

  

09:30 記念感謝主禱告  

10:00 信息：基督是我們的房角石   

                      Christ Our Cornerstone 

     經文：彼得前書2:2-8 、路加福音20:9-19、詩篇16 

                         1 Peter 2:2-8, Luke 20:9-19, Psalm 16  

11:15 報告  

                     

服事配搭 

信息 

中文本週 

合併聚會 

中文下週 

章功明 

英文本週 

Maurice Geeslin 

英文下週 

 

  

翻譯   Moses Lin    

領會  高峰 Philip Wang Thomas Ip    

 

聖徒金言                          

   主耶穌在釘十字架之前，愛主的聖徒請主耶穌到他們家中，各人把

自己的愛心再一次獻上。所獻的方式各有不同，有長大痲瘋的西門為主

預備筵席，馬大伺候，馬利亞獻上了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他們作在

主身上的美事，都隨著永活的主而永垂不朽，那膏油的香氣到如今還存

在。但是拉撒路一言不發，一事未作，只是坐在那裡陪陪主耶穌，好像

拉撒路對愛主的事並沒有什麼表示，不如他的大姐和二姐，也不如西

門。但許多猶太人回去信了耶穌，不是因為西門的擺設筵席，不時因為

馬大的伺候，也不是因為馬利亞獻了極貴重的香膏，而是為了拉撒路的

陪一陪主耶穌。為什麼西門費了那麼多的心，馬大出了那麼多的力，馬

利亞花了那麼多的錢，都不及一心未費，一錢未花，一力未出，一動未

動的拉撒路呢？因為西門、馬大、馬利亞都是為主作了什麼，獨有拉撒

路是主在他身上作了什麼。（約十二1至11；可十四3至9） 

     
    我們今日在主面前也是如此，我們只是忙忙碌碌為主作什麼：象為主

傳道，為主服務，為主獻上財物，但都不如讓主在我們身上顯現祂復活

的大能；當主復活的能力從我們身上透出來的時候，就能吸引人來到主

的面前。所以我們肯讓主在我們身上作什麼，比我們為主作什麼更為要

緊。 

    「我們滿口喜笑，滿舌歡呼的時候，外邦中就有人說：『耶和華為他

們行了大事。』」（詩一二六2） 

     
    「『你回家去，到你的親屬那裡，將主為你所作的，是何等大的事，

是怎樣憐憫你，都告訴他們。』」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傳揚耶穌

為他作了何等大的事，眾人就都希奇。（可五19至20）--- 摘自“活

水” 

神家消息與代禱 

（一）聚會注意事項： 

 去年教會聚會場所因疫情關閉，長島證主教會決定今年繼續

採取線上直播方式進行中英文主日崇拜與一般聚會，聚會原

來的Zoom ID 沒有改變。 

 奉獻方式：您可以郵寄支票(請註明收款者CTLI)到以下地

址， David Zee, 113 Croyden Court, Albertson NY 11507 

（二）聚會通知 

 上週的培靈特會剛結束，感謝紐瓦克基督徒聚會的邀請和柏

盛享夫婦的交通分享，信息錄音鏈接已經放在教會的網站

ctli.org 請弟兄姐妹查聽。 

 本週主日上午11:30 網上成人主日學課程，新約班查使徒行

傳第16章，舊約班查出埃及記第22章。 

 每週三晚上8:00 網上禱告聚會。 

 週五晚上7:45 網上查經聚會，查以斯拉記第1和2章。 

 週六上午9:00 (5/8) 網上弟兄團契，查箴言第31章。 

 2021年春令會特會 (2021 Memorial Day Retreat) 

講員/主題： 

1. 彭廣純弟兄 “永遠的榮華，累代的喜樂” 

2. 肯.皮特曼弟兄 “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 

時間：5月28日週五 ～ 5月30日週日 

    具體報名及參加辦法詳見2021春令會網頁網址 

    https://ctmnj.org/retreat/2021/pub-info.php 

https://ctmnj.org/retreat/2021/pub-info.php


（三）代禱事項 

1. 謝祝平姐妹在德州因腳痛正在治療中，求主減輕她神經引起

的不適，為接下來返回紐約禱告。求神用恩手托住祝平姐妹

和章功明弟兄，堅定他們的信心，經歷神所賜的平安與醫

治。 

2. 請為近期失去工作的弟兄姊妹禱告，在尋找工作、等候神的

過程中，求主保守他們的心、帶領前面的路、賜每日夠用的

恩典。 

3. 請為教會牧養和治理禱告，求神興起更多的同工參與教會服

事，特別是年輕的弟兄姐妹，一起建立神的家，使屬靈生命

得到幫助與長進。 

4. 請弟兄姐妹們繼續為福音工作禱告，求神帶領我們按照神的

吩咐，把福音傳到萬民中。求神憐憫恩待慕道和決志朋友，

賜給他們願意悔改的心；願主耶穌的救恩歸於一切相信他的

人。 

（四）聚會時間表 

 

每週聚會/Weekly Meeting 

週日 Sunday 主日聚會 Sunday Worship 9:30am - 11:15am 

週三 Wednesday 禱告會 Prayer Meeting 8:00pm - 9:30pm 

週五 Friday 查經 Bible Study 7:45pm - 9:30pm 

 

中文團契/CM Fellowship Meeting 

週六 Saturday 弟兄會 Brother Fellowship 

(每月第二週 2nd week of month) 

9:00am - 11:00am 

週六 Saturday 青年團契 Young Adult Fellowship 

(每月第一週和第三週 1st & 3rd 

week of month) 

6:30pm – 8:30pm 

 

英文團契/EM Weekly Meeting 

週二 Tuesday 查經 Bible Study 9:00pm - 10:00pm 

週五 Friday 青少年團契 Teen Fellowship 7:00pm - 8:00pm 

 

Join Zoom Meeting : 
https://us02web.zoom.us/j/83132457916?pwd=dFcyNzIyYSs2cFBCM3B2NX

RQNlU4dz09 

Meeting ID: 831 3245 7916 

Password: 285469  

Dial by your location    +1 929 205 6099 US (New York) 

2021年春令會開始報名 

 
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 

 

主內平安! 

 

2021 年春令會定於陣亡將士紀念日週末，即 5 月 28 日至 30 日 (周五到

周日) 舉行。由于受到疫情影響，今年聚會採取 Zoom/WebEx 線上聚會

的形式。現報名已經開始。具體報名及參加辦法詳見 2021 春令會網頁。

網址為 https://ctmnj.org/retreat/2021/pub-info.php 今年聚會不收報名費，

所有支出仰望神的供應，以自由奉獻為原則。 

 

春令會是爲幫助基督徒追求靈命進深,和事奉上的學習。 今年成人聚會講 

員,主題為(1)彭廣純弟兄 “永遠的榮華,累代的喜樂”，(2)肯.皮特曼弟 

兄 “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另有初中組(G6-G8) 和兒童組 (K-G2, 

G3-G5) 聚會，及分組討論。 

 

您收到此電子郵件是因為您參加了 2019 年的春令會。 

 

愿主赐福! 

 

春令會同工 

 

伊城基督徒聚會/摩利斯郡基督徒聚會 

 

 

 
~ English translation on next page ~ 

 

https://us02web.zoom.us/j/83132457916?pwd=dFcyNzIyYSs2cFBCM3B2NXRQNlU4dz09
https://us02web.zoom.us/j/83132457916?pwd=dFcyNzIyYSs2cFBCM3B2NXRQNlU4dz09
https://ctmnj.org/retreat/2021/pub-info.php


2021 Memorial Day Retreat (MDR) registration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Peace in the Lord! 

  

The 2021 MDR (Memorial Day Retreat) will be held on Memorial Day 

weekend, from May 28th to 30th (Friday to Sunday). Due to the 

pandemic, this year's retreat will be using Zoom/WebEx online 

meetings. Registration has now started. Please register at the 2021 

MDR website https://ctmnj.org/retreat/2021/pub-info.php. There will 

be no registration fee and all retreat expenditures are dependent on 

God's provision and free offerings. 

  

The MDR is meant to help Christians pursue spiritual advancement and 

learning in service. This year's adult meeting speakers and the themes 

are (1) Brother Ted Peng "An Eternal Excellence and A Jo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nd (2) Brother Kenny Pittman "Bringing 

Many Sons to Glory". There are also meetings for the Middle School 

group (G6-G8) (Steven Bor “Now, Little Children, Abide in Him”), 

children class (K-G2, G3-G5) (Mr. Hubler's team “Victory!”) and small 

group meetings. 

  

You received this email because you attended the 2019 MDR. 

  

May the Lord bless! 

  

MDR Co-workers 

  

Iselin Christian Assembly/Christian Testimony–Mor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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