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極就在美國門前
新澤西州的古吉拉特印度教徒
Gujarati Hindus in New Jersey
想像一下，深夜你走在美國 新澤西州的街頭，聽見遠處 傳
來一陣音樂聲。 當你繼續依循著迴盪在深秋 的現場音樂往
前走，就在靠近發出 音樂的地方，令人訝異的一幕映入 眼
簾！只見四周圍有警察封鎖了街 道，許多人正在熱烈舞動
著，每個 舞蹈動作似乎都經過精心編排，人 們邊舞邊將手
上的棍棒高高舉起， 整齊地敲打著節拍。 當你移動到人群
中央時， 會 發現一尊印度教女神「瑪塔基」 （Matangi）
的雕像立在哪兒，四周 圍的舞者和歌者正向它朝拜、祈求
祝福。 印度的「聖母節」（Navratri， 或稱「九夜節」）
落在每年的秋 天，就算在新澤西都會，也可以看 見這充滿
異域風情的一幕。來自西 印度的古吉拉特邦（Gujarat）移
民 迫切期待「聖母節」的到來，他們 也會邀請其他人參與
這個節慶。然 而，正是節慶的熱鬧和歡樂氣氛， 掩蓋了這
場街頭派對正中央那股偶 像崇拜的黑暗勢力。 「瑪塔基」
只不過是古吉拉特 人信奉的 3 億神祇之一。他們願意 為這
些神奉獻自己生命，希望藉此 可以超脫永無止境的生死輪
迴。

禱文:
禱文
天父，當古吉拉特人每天早上奉行「普加」時（Puja，印
度教崇拜）， 懇求聖靈向他們彰顯真光，使他們能意識到
自己處在黑暗之中，渴慕得 著真光。但願在古吉拉特人很
快有基督的跟隨者，向家人親友分享基督的愛和恩 典。但
願古吉拉特人早日向又真又活的神唱歌跳舞，獻上讚美
祭。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如果你是第一次參與新曙光教會活動的新朋友，我們已經為你準備好

一份歡迎禮物。請在聚會時，將聯絡咭填好再放進奉獻箱裡。並在聚會
完結後到歡迎櫃檯領取禮物。
聚會時間 (基督教新曙光教會
基督教新曙光教會)
基督教新曙光教會
主日祈禱會
主日慶典與訓練(粵/國)
兒童主日學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10:00 am - 10:30 am
10:30 am - 12:30 pm
10:30 am - 12:30 pm

祈禱聚會時間 (城市祈禱中心
城市祈禱中心)
城市祈禱中心
晨禱會
號角祈禱會 (國語)
轉化城市祈禱會 (英語)
轉化城市祈禱會 (英語)
轉化城市祈禱會 (粵語)
SunKids and Supernatural

星期一至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四

6:00 am - 9:00 am
7:30 pm - 9:30 pm
7:00 pm - 9:00 pm
7:15 pm - 8:45 pm
7:30 pm - 9:30 pm
8:00 pm - 9:30 pm

更多詳情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sunrisela.org
Please find us on FACEBOOK:
Sunrise Christian Community

and Sunrise House of Prayer

城市祈禱中心(SHOP)

聚會內容
聚會內容

『生命分享 & 門徒使命小組』

歡迎
敬拜讚美
事工情報
奉獻
聖餐
分享/使命小組

(4/22)











教會最新動向
請大家為黎巴嫩宣
巴嫩宣教團隊代禱
在過去一星期中，Jasmine 師母、Abigail、Josiah 及 Anna 相繼病倒了。
請大家為他們的身體祈禱，使他們能盡快康復。
未來週日慶典與訓練安排:
4/29: 主日慶典與訓練
5/6: 生命分享＆門徒使命小組
城市祈禱中心最新動向
5/20(日) 3PM – 5PM『同心禱告、
同心禱告、啟動新機』
啟動新機』2018 全球禱告日
歡迎弟兄姊妹一同參與，與眾教會一起同心為國家城市守望祈禱。
地點: Temple City Park – 5939 Golden West Ave, Temple City
『邁向 24.7』24 小時祈禱守望，
小時祈禱守望，下一次將會在 4/27 – 4/28 舉行。
舉行。
祈禱中心於每月的第二個與第四個星期舉行 24 小時敬拜、祈禱行動。
下一次的 24.1 祈禱將於 4/27 (五)晚上 6 時開始到 4/28 (六)晚上 6 時結
束。鼓勵弟兄姊妹踴躍參與，繼續以持續不斷的禱告為城市守望！
宣教與國度性服侍
譚牧師一家與
譚牧師一家與 Anna 已經到達黎巴嫩
已經到達黎巴嫩，
黎巴嫩，請弟兄姊妹為團隊守望禱告
請弟兄姊妹為團隊守望禱告。
守望禱告。
如有弟兄姊妹想收到黎巴嫩宣教團隊的最新消息，鼓勵大家參與成為代
禱團隊，讓我們一起在禱告上與譚牧師一家和 Anna 同工。有關詳情，
請與 Cherry 聯絡。
「每天愛袮多一些」
多一些」一年讀經計劃進度
讀出聲，讀進心，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六)

4/22 (

撒上 1617

日)

4/23 (

一)

4/24 (

二)

4/25 (

三)

4/26 (

四)

4/27 (

五)

4/28 (

撒上 18- 撒上2220- 撒上2523- 撒上2826- 撒 29-31 撒下 1-3

可 12:18- 可 13
44
19

可 14:1- 可 14:27- 可 14:5326

52

72

可 15:1- 可 15: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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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流露耶穌生命、傳遞天國福音、擴展使命群體！」

為城市祈禱:
為城市祈禱
城市: Toluka Lake
總人口: 8,563 (亞裔: 5%, 拉丁裔: 14%, 白人: 71.9%)
家庭: 7,473 戶
o 48.4% 二十五歲及以上的居民擁有大學及以上的學歷
o 較高的中位數年齡: 37 歲
o 單親家庭: 9.7%
o 平均家庭每戶人數為 1.9 人
 家庭收入中位數: $73,111




為宣教士祈禱:
為宣教士祈禱:
姓名：Andrew Schonschack
國籍：美國人
宣教地區：密西根州底特律 Detroit, Michigan
宣教對象：因逃避中東的動亂而移民的難民

大使命運動進展實況:
大使命運動進展實況:

參與人數
30

洗禮人數
本年：
本年：11
總計：
總計：93

福音故事小組 有機教會數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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