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8/9/20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岑蔭培弟兄 

經文 Scripture 詩:19: 7-14 會眾 

詩歌 Singspiration 神，我讚美祢  

經文 Scripture 林後 5:14-21  

詩歌 Singspiration 祂來尋覓, 滿了柔情  

禱告 Pray   

獻詩 Choir   

詩歌 Singspiration 主恩更多  

信息 Message 預備自己迎接主的再來（2） 羅天祐牧師 

   

報告 Announcement   

擘餅，團契 Communion & Fellowship  (慕道班，Truth-seeker class) 

愛筵 Love Feast  (暫停) 

 

禮拜日 9:30am 成人主日學 （網路） 836–1771

禮拜六 7:30-9:30pm 詩班隔周查經 （網路） 921 - 9323

禮拜二 8:00-10:00pm 禱告會 （網路） 836 - 1771

禮拜三 10:15am 姐妺成長班 （網路） 230 - 4966

禮拜五 8:00-10:00pm 查經，分享 （網路） 836–1771

  教會青少年 （網路） 461 - 3437

            週五 (8/7/19 8:00pm)  網路小組查經 以弗所書，約翰福音、創世紀、 

                                                               羅馬書、馬可福音； 

     英文組青少年週五晚查經 8:30 開始，Zoom 831-9589-7932; pw: 447906 

主日 (8/9/19 9:30am) 空中成人主日學 新約約翰福音 zoom 402385186 

                                                                 舊約約書亞記 zoom 3365539670                                               

*** 申命記 16:16-17 … …  在耶和華你神所選擇的地方朝見祂, 卻不可 

空手朝見。各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華你神所賜的福分奉獻禮物 *** 

1/1-7/31/2020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205,670  支 Expenses: $166,939   

7 月奉獻 July 2020 General Offering: $47,530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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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Mission Fund:                    $9,700                 $20,000            $9,700 

 
 本月執勤同工: 姜學軍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 葉湘弟兄                             

      

中文堂主日上午聚會 10:30 在教會網站 www.ebcccm.org 直播 

報告及信息大綱 

1. *執事會：8/16 教會有執行執事會，請爲此禱告。若您對教會有任何建

議，可以向當月執勤執事姜學軍弟兄，或其他執事們提出來。 

2. *主日講員：8/16 主日的講員是羅天祐牧師，8/23 主日的講員是錢大剛弟

兄，請大家為主日講員和信息禱告；也為我們有謙卑、專注領受信息的

心禱告。 

3. 新執事提名： 6 月 27 日執事會通過提名：王鉄橋弟兄、林尤彬弟兄、湯

強弟兄、Michael Shum 弟兄、Sharon Chen 姊妹為 2021 年新屆執事。並由

羅牧師與他們交通，得到他們確認願意委身侍奉主上帝，並學習走侍奉

的道路。請為他們及家庭禱告：求主賜服事及跟隨主的力量。若發現這

些弟兄姊妹有不合聖經對執事要求的行爲舉止(提前 3: 8-13)，請以書面

具名方式在 9 月中旬前，寫信郵寄到教會，信上請註明“投入意見

箱”。 

4. 新冠肺炎病疫: (本教會臨時特別措施更新) 

新冠肺炎病疫迅速蔓延全美國各地，情況異常嚴峻。為確保弟兄姊妹及 

家庭平安，理事會重申，决議以下臨時特別措施，直至另行通告為止： 

a) 本教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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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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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主要經文: 約翰一書 2:18-25 

2:18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 

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19 他們從 

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我們的．若是屬我們的、就必仍舊與我們同在, 

他們出去、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20 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膏、並且知道 

這一切的事。21 我寫信給你們、不是因你們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們知 

道、並且知道沒有虛謊是從真理出來的。 22 誰是說謊話的呢．不是那不 

認耶穌為基督的麼．不認父與子的、這就是敵基督的。 23 凡不認子的就 

沒有父．認子的連父也有了。 24 論到你們、務要將那從起初所聽見的常 

存在心裏．若將從起初所聽見的存在心裏、你們就必住在子裏面、也必住 

在父裏面。 25 主所應許我們的就是永生。 

 



                  8/10-8/16/2020 主日信息及禱告事項

 
8/10 週一為教會禱告: 進入八月, 求神給同工們智慧, 思考教會前面的道路, 

 和教會下一代的預備。求聖靈在全教會各個團契的弟兄姊妹心中動工, 雖 

 然沒有實體聚會, 但確有實質上生命的復興、家庭的建造、事奉心志的堅 

 定、肢體的關懷、福音的擴展。但願這一次的瘟疫，成為神教會的祝福， 

 並成為國度擴展預備工作的全然成熟，使得天城教會從老到小, 真實屬靈 

 的靈宮被建造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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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 週二為兒童主日學禱告:暑假期間，願所有参加主日学的儿童能够按时、 

 也能够坚持。现在儿童主日学上课的时间分散在礼拜六和主日上午和下午。 

 因为大部分的课都不在主日讲道的时间（除了五六年级其他年级的小朋友 

 需要家长操作上的支持。）所以小朋友们常不能按时参加，求主賜家長體 

 力，有智慧地安排孩子們的暑期生活，帶領他們參加教會的兒童主日學。 

 九月份新学年的老师安排: 求神开路，预备老师们的心，在新學年的服事； 

 求主賜老师们力量，智慧地教导孩子。 一切都在神的手里！求神来保守。 

8/12 週三為學生團契的年青人禱告：因疫情待家裡學習感到的孤獨沮喪、 

 各種不確定性和謠言的攪擾；學校暫停代理学生變更 I 20 的服務；雇主不 

 確定政府的政策，可能的程序延遲；空房间找不到室友分租；繼續學習， 

 在美找工作的挑戰；決定回國，機票昂貴的困擾；回國另覓出路的挑戰等 

 問題，大大地困擾著他們。讓我們一起在禱告中記念他們的難處，求神為 

 他們開出路，並且使他們在困境中有能力轉向生命的主，求憐憫、蒙恩惠。 

8/13,14 週四週五為肢體禱告: 1) 求主扶持心靈疲憊的，求主幫助他們在艱 

 難中可以學習依靠主得能力。2）為獨居或病痛軟弱中的肢體禱告，神是 

 我們的安慰和醫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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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著疫情影響，受到經濟重創的家庭、為需找工作 

 的家庭禱告: 神是我們的供應者。求神賜他們穩定適切的工作，使他們的 

 家庭無所缺乏。 

8/15 週六為教會的團契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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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 主日為聚會和信息禱告: 蒙恩的神國百姓，存著感恩的心敬拜聖父、 

 聖子、聖靈三一真神。求主潔淨、赦免我們的罪孽過犯，使我們手潔心 

 清來朝見祢的榮面！願榮耀、稱頌、尊貴、權柄都歸于神。求神膏抹羅 

 天祐牧師，釋放屬天的信息；願神開啓我們的心靈來明白真道，在基督 

 裏同為一體，同蒙造就。把感謝、讚美歸于我主、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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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