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6/21/20 (10:30am) 

宣召  EM Group 

詩歌 祝福 會眾 

  

信息 命令，應許和家庭 羅天祐牧師 

  

報告事項  

詩歌，禱告 收我此生作奉獻 

幼兒奉獻禮 張靜越, 濮一諾, Jessie 陳 羅牧师，Ken 牧师 

  

結束詩歌 頌讚與尊貴 會眾 

 

                  報告及代禱事項 
 

新冠肺炎病疫: (本教會臨時特別措施更新)理事會重申，决議以下臨時特

別措施直至另行通告為止：a) 教會自 3/8 起，在教堂舉行的主日崇拜和

主日學聚會，改為線上即時進行。其他周間聚會，包括週二晚禱告會皆

改爲網路聚會形式。b) 成人主日學和主日崇拜、証道，將會按正常時間

9:30 & 10:30 在 zoom 開始, 弟兄姊妹可与家人一同在線上學習及崇拜。c) 

在此期間,按所需要, 同工會盡力加添其他所需項目, 屆時將另行通告. 

天城網路:(中文部) https://www.ebcccm.org.(英文部) https://www.ebccem.com. 

*主日講員: 父親節主日 6/28 講員是柏有成牧師，7/5 講員是羅天祐牧師，

請弟兄姊妹為主日講員和信息禱告。 

*2021 年度新執事提名: 新執事提名一事 BOD 已經討論多時，將會按章進

行，祈望於短期內完成， 請大家在禱告中記念此事。 

遠程奉獻方法: 因疫情的關係, 各人只能留在家中經網路作崇拜，因而不

能親自把奉獻帶到教會。下面是兩种遠程奉獻建議供選擇：1）用郵寄方 

式將支票直接寄到本教會財務部。2）如果您的銀行提供免費 Bill Pay，

您可以通過一次性或定期支付的方式將您的捐獻發送給天城教會。備註/

說明：包括姓名，地址。收款者 Receiver：East Bergen Christian Church 

(Finance Dept.) 320 Beverly Road. Teaneck, NJ 0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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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0/2020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139,296   

   支 Expenses: $124,470   

6 月奉獻 June 2020 General Offering: $26,408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8,044                 $8,000                   

宣教 Mission Fund:                    $5,700                 $20,000   
 

   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ebcccm.org 聆聽信息 

                          Worship Program 
Call to Worship EM Group 
Singspiration The Blessing 

Message Commands and Promises of the Lord for Family 
Pastor Lo 

Hymn, Prayer 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 
Children Dedication Rebecca Zhang, Yinuo Pu, Jessie Chen 

Pastor Lo, Pastor Ken 
Concluding Hymn Blessing and Honor  
 

Bible Verse:  
Mark 10:13 People were bringing little children to Jesus for 
him to place his hands on them, but the disciples rebuked 
them.  
14 When Jesus saw this, he was indignant. He said to them, 
“Let the little children come to me, and do not hinder them, 
for the kingdom of God belongs to such as these.  
15 Truly I tell you, anyone who will not receive the kingdom 
of God like a little child will never enter it.”  
16 And he took the children in his arms, placed his hands on 
them and blessed them. 
 
信息經文： ************     *************   ************ 

馬可福音 10：13-16 

10:13 有人帶着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摸他們、門徒便責備那些

人。  

10:14 耶穌看見就惱怒、對門徒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

止他們．因為在 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  

10:15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 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

能進去。  

10:16 於是抱着小孩子、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 

 



6/22/20-6/28/2020 禱告事項 

 
6/22 週一為教會禱告: 關閉日子裏進入了六月，求主幫助我們花更多時間 

 與主親近，建立家庭祭壇，全家一起經歷、更深認識真神。願我們在困 

 境中，天天被聖靈更新，有神同在的喜樂和能力可以勝過環境的衝擊。 

 求主使基督徒因著愛神，就有愛人、愛靈魂的能力。願主感動我們的

心，開我們的眼睛，看見周圍人和肢體的需要，可以彼此關心、安慰、

代禱，互相扶持，在這墮落的世界裏，讓我們自己和教會成爲這個世界

行走的燈台，活出神的命定。願我們的愛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

多，能分別是非，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並靠著耶穌基督

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神。 

6/23.24 週二/三為世界禱告: 惟有耶穌基督的福音，能夠化解導致種族主

義的罪，把人引進神的國度; 在基督裏，不同種族的血脈，都被同一個十

字架流出的寳血洗淨。世人需要受耶穌寳血的洗滌；願基督徒牢記主的

托付和使命，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求神憐憫這地，賜下

醫治，使疫情能早日止息；求神賜各國政府有敬畏神的心，以憐憫、智

慧來治理國家；願神使此次危機成為教會復興、福音廣傳的轉機；愿災

難打開人眼，軟化人心，使人回轉真神；求主使所有的基督徒看到我們

生活中的罪惡並悔改、使信仰更加堅定、更勇敢地分享耶穌基督的福音. 

6/25,26 週四週五為肢體禱告: 1) 求主扶持保守身體軟弱和心靈疲憊的, 特 

別是我們中間獨居或在病痛治療中的肢體，在孤獨無助的時候，緊緊抓 

住神的應許，惟有神是我們的安慰，是我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願我們 

靠主靈裏得剛強、身體得醫治。2）為著受疫情影響，失去工作的肢體和 

受到經濟重創的家庭；為還在工作，卻面對更大壓力的肢體禱告：神知 

道我們一切的需要，祂是顧念我們的阿爸天父，是我們的供應者；神是 

我們力量的來源。願主激勵我們，求聖靈加添能力，來面對困境。即使 

在艱難中, 也不至失了信心；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在此期間身心靈的健康。 

 3）為所有尋找工作或轉換工作的弟兄姊妹禱告: 求神賜他們一個穩定適 

 切的工作，好能照顧他們的家庭。 

6/27 週六為各團契禱告: 求神保守各個團契每一次的網絡聚會，在神話語 

 裏，肢體間彼此服事，謙卑自己，專心地以神的話語為中心，藉著聖靈 

 的帶領，一起分享、鼓勵，彼此建立、享受結連，不再成爲孤獨的天路 

 行客，領受共同的託付和異象 ，發展出成長的屬靈團體。 

6/28 主日為聚會和信息禱告: 主日的清晨，我們喜樂地來到主面前，求神 

 潔淨我們，願我們存著感恩的心，來朝見祂的榮面！願榮耀、稱頌、尊 

 貴、權柄都歸于神。求神膏抹祂的僕人柏有成牧師，釋放屬天的信息； 

 求神賜渴慕的心，開啓我們的耳朵，明白真道，同心合一，同蒙造就。 

 我 們 一 同 仰 望 ， 把 感 謝 讚 美 歸 于 帶 領 我 們 走 天 路 的 三 一 真 神 。

 
 教堂聚會暫停，週五晚上 8:00 中、英文查經，改成 Zoom 網路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