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程序 Worship Program 

                                                                        10/9/2022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陳予邃弟兄                                                                                                                                                      

經文 Scripture               詩篇 150 篇                                                          會衆         

詩歌 Singspiration         讚美我主全能主神                                        

禱告 Prayer 

詩歌 Singspiration         深哉深哉耶穌的愛 

經文 Scripture               约翰福音 12 章 23-32                                                              

詩歌 Singspiration         祂名为奇妙                                                         

信息 Message                時候到了之前量一量                              羅天祐牧师                          

                                                                                                                                                                                                                                                                                                                                                                                 

報告 Announcement   

擘餅 Communion           十架下我低头                                                    會衆   

結束詩歌 Concluded      感谢神                                                                                           

禮拜日    9:30am            成人主日學     (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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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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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            (網路)                                 461 - 3437 
             

   周五(8:00pm)  網路查經 以弗所書, 哥林多前書, 約壹書, 何西阿書, 使徒行傳                                             

      英文組青少年周五晚查經 8:00 開始，Zoom. 869-4791-6431; PW: 984408 

 主日 (9:30am) 成人主日學 新約書信  Zoom 701 097 3979   PW:123   

                                            旧约 撒母耳記 Zoom 3960359144 PW:123  

  享用基督 2723414177 PW 030561     福音班 zoom 570-059-5348 PW:777    
  

 

*** 申命記 16:16-17 … …  在耶和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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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耶和华你神所賜的福分奉獻禮物 *** 

1/1-10/2/22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170,081 支 Expenses: $155,739 

10 月奉獻 Oct. 2022 General Offering: $4,003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13,644                $8,000                $2,730 

宣教 Mission Fund:                    $23,100                $22,600               $9,500 
 

 
 本月執勤同工: 王鉄橋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Benjamin 弟兄 

       

中文堂主日上午聚会 10:30在教会，网站直播 www.ebcccm.org 

 

報告及信息大綱 
1. *主日講員: 10/16 主日講員是罗天祐牧师，10/23 主日講員是叶湘弟兄，請

大家为主日的講臺、講員和信息禱告。 

2.* 天城教會禱告會：週二禱告會調整為晚上 8:00-9:00，領詩一至兩首。更多

時間為事工禱告。邀請大家一起來為教會守望。 

3.*天城詩班招募新會員：願意委身詩班事奉的請跟 Cindy 直接聯絡，討論詩

班信約和考核細節。聯絡 email：cindytsefs@gmail.com, 電話：201-921-9323. 

4. 2022 秋季受浸班：9/25 9:30AM 已经開課，預定 11/27 受浸，請願意受洗歸

主或願意更多認識主的慕道朋友們，向葉湘或鳳琴報名。 

5. *青少年詩班：今天下午 12：15 在三樓有青少年詩班練習。若还有想参加

2022 -2023 年度青少年詩班的孩子，家长可以和周毅敏 Tina 姐妹接洽。 

6. *為英文敬拜回大堂的事工祷告：感谢神,中英同工一起完成了初稿，与弟

兄姊妹分享讨论。求神继续带领弟兄姊妹为时间表的每个环节祷告并分享。 

7.*英文部：感谢神将 Ryan Woolard 带到我们中间，他已接受聘请加入 EBCC

共同建造主的身体。求神为 Ryan 和他家预备 10/9 来 NJ 安家的一切所需。 

8. 新執事提名:  在神的帶領下、執事會 2022/08/18 以不記名投票提名 

(Nominate) ：姜學軍, 葉湘, Jackson Wan 為 2023/01/01 年度新執事。若弟兄姊

妹發現被提名者操守有不合乎聖經 (提前 3:8-13) 要求之處，請以書面並具名

方式在 10 月底前, 把您的意見投入意見箱。 

 

 信息經文：啟示錄 11 章有一根葦子賜給我，當作量度的杖，且有話說:起來 

將神的殿和祭壇，並在殿中禮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 

因為這是給了外邦人的；他們要踐踏聖城四十二個月。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 

穿著毛衣，傳道一千二百六十天。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立在世界 

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們，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出來，燒滅仇敵。凡想要害 

他們的都必這樣被殺。這二人有權柄，在他們傳道的日子叫天閉塞不下雨；又有 

權柄叫水變為血，並且能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殃攻擊世界。他們作完見證的時候 

那從無底坑裡上來的獸必與他們交戰，並且得勝，把他們殺了。他們的屍首就倒 

在大城裡的街上；這城按著靈意叫所多瑪，又叫埃及，就是他們的主釘十字架之 

處。從各民、各族、各方、各國中，有人觀看他們的屍首三天半，又不許把屍首 

放在墳墓裡。住在地上的人就為他們歡喜快樂，互相餽送禮物，因這兩位先知曾 

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過了這三天半，有生氣從神那裡進入他們裡面，他們就 

站起來；看見他們的人甚是害怕。兩位先知聽見有大聲音從天上來，對他們說： 

上到這裡來。他們就駕著雲上了天，他們的仇敵也看見了。正在那時候，地大震 

動，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其餘的都恐懼，歸榮耀給天 

上的神。第二樣災禍過去，第三樣災禍快到了。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 

http://www.ebcccm.org/
mailto:cindytsefs@gmail.com


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在神面前， 

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長老，就面伏於地，敬拜神，說：昔在、今在的主神─  

全能者啊，我們感謝你！因你執掌大權作王了。外邦發怒，你的忿怒也臨到了； 

審判死人的時候也到了。你的僕人眾先知和眾聖徒，凡敬畏你名的人，連大帶小 

得賞賜的時候也到了。你敗壞那些敗壞世界之人的時候也就到了。當時，神天上 

的殿開了，在他殿中現出他的約櫃。隨後有閃電、聲音、雷轟、地震、大雹。 

 

 10/10/2022– 10/16/2022 禱告事項 

 
10/10 周一為教会禱告: 願天城教会是歸耶和華為聖的教會，在這地爲主發光、

傳揚福音；願天城的弟兄姊妹彼此切實相愛，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彼此

服事，成全聖徒，各盡其職，連於基督，建立基督的身體。為牧者長執們禱

告：願他們存敬畏、仰望和等候的心，常常安靜在主前，得著能力和智慧, 能

夠忠心、殷勤、有屬靈分辨的見識和異象，來侍奉主。為 2023 年度新提名的

執事們禱告，求神賜給教會忠心又良善的僕人。擴展神的國度，傳揚主的聖

名。愿眾聖徒，在聖靈裏齊心禱告，做合神心意的聖潔器皿，見證福音、活出

主道。因我們既然蒙召，行事爲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柔、忍

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爲一的心。 

10/11 周二為中文部聘牧禱告: 求神為中文部會衆差派合神心意，且能與『教牧

團隊』同心、 共同配搭『治理團隊』 所認信的教會異象、且有真實呼召、委

身教會異象的牧師；特別求神賜同工們智慧，能夠敏銳于神的預備和帶領，願

主旨意成就。感谢神带领中文牧师候选人陳偉權牧师 9/25 来教会讲道并与弟兄

姊妹见面，请大家继续为此事祷告，寻求神进一步的带领。 

10/12 周三為兒童、青少年兒童事工禱告：1) 求主祝福十月份兒童主日學的老

師們：丽君、安華、Tracy，Gloria，Melody，彼此配搭，有智慧有能力地服

事，建立我們的下一代，成爲神國度的精兵。2) 為教會進入青春期的青少年禱

告，願他們對神的認識和愛主的心與他們的年齡一同增長，求神保守他們不遇

見試探，遠離各樣的誘惑，單單歸主。3) 為 Early bird class（百靈鳥班）主日早

晨的服事同工需要禱告，求神呼召最合適，並熱心愛主的弟兄姊妹願意加入這

樣的服事。4)為 Starlight 兒童敬拜：求神加添力量給負責的姊妹和參與同工。 

10/13 周四為肢體禱告：1）为 Ryan 牧师一家來到 NJ，求神保守、供应他们全

家的一切所需。2）為近期身體出狀況、得病和受傷的肢體禱告，求神保守他

們的治療過程順利，使他們得痊愈，身心靈再次健壯。3）为家庭有失业的、

经济缺乏的祷告：耶和華神是我們的供應者，祂必顧念你一切的所需。願我們

在任何環境中，單單仰望祂，相信神的信實和慈愛，以盼望和感恩的心，等候

神為我們開出路，把荣耀都来归给神。 

10/14，15 为感恩节的受浸聚会祷告：2022 秋季受浸班 9/25 已经开课，预定

11/27 受浸，愿基督的爱、聖靈的感动，召唤參加受浸班的慕道友們，愿意敞

開心懷接受主耶穌住在他們心裏，并且悔改归向主。求神祝福受浸班的老师们

常常祷告，被圣灵充满，带领慕道友们在真理的话语中被开启。 

10/16 主日為敬拜聚會禱告: 主日的清晨，神的儿女聚集在圣殿中等候神！我的

心敬畏、稱頌耶和華；我的靈俯伏、敬拜尊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

神！願蒙恩的百姓以喜乐的心敬拜，專心等候神！愿神的寶座降臨在天城的敬

拜中，聖靈恩膏做出口的罗天祐牧师，释放属天的信息；使神的百姓灵里得飽

足生命興盛。愿尊贵荣耀都归给独一真神！

 
            教堂主日聚會重啓，但周五晚中、英文查經，还是 Zoom 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