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5/23/2021 (10:30am) 

宣召                                                                     Michael Shum/EM Group    

詩歌                 房角石/諸天宣揚                                       會眾 

獻詩              你是我異象                                                青少年詩班 

信息                新天新地                                             Carl Fitzgerald 長老                                 

報告事項                                                                                  

擘餅                 全所有奉獻                                      羅天祐牧師 

                  報告及代禱事項 
 

*1. 教會重啓：本教會已在 4/18 日始了局部開放在大堂聚會及同時在線上

直播，效果良好。但仍會持續改進各項所需，以祈達到更完善直至開放

給全體一齊聚會。為策安全，目前只限額開放給 20 個家庭，及其成員年

齡在 18 歲以上者 ，各人在進入會堂前，須在門口作體温測量才可以進

入，正常體温是 98.6F（37C）或以下。請弟兄姊妹包容及全面配合，以

便教會執行所需的安全措施。願意參加實地聚會的家庭，並合乎及遵守

在網站登記時所列 1-5 的要求，請每週到本教會網站先作登記，以方便

统計人數。若願意參加實地聚會但登记有困难的，或在登記後臨時不能

出席者也請盡早與 Angela 姊妹聯絡。 

*2. 重啓兒童主日學 : 为配合大堂逐步开放聚会，初步計劃在三樓開設一

班，1-6 年級混齡兒童主日學，由琍琍師母担當老師，隔週上課，暂定

6/6, 6/20, 7/11, 7/25 為上課日，上課時間與大堂平排一齊進行, 即是 10:30 

至 12:30。學生人限暫定為 15 人以下，以觀其效，逐步改進，安全措施

與大堂要求一致。有負担願意加入的家庭，請與周毅敏姊妹 (Tina) 或者

琍琍師母 聯络聆取詳情。 

*3. 主日講員: 5/30 和 6/6 講員都是羅天祐牧師，請為主日講員和信息禱告; 

也為我們領受信息的心禱告。 

4. VBS：教會 2021-VBS 將在 7/26-7/30 举行, 為考慮疫情安全，營會在網

上進行，目前開始招募同工， 願意參與服事的弟兄姊妹請用同工注册链

接： https://ebccmyanswers.myanswers.com/mystery-island/volunteer/  

請大家為此項服事和營會禱告。 

5. 青少年詩班：每週練詩時間在主日下午 12:45 到 1:30，網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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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3/2021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64,538 支 Expenses: $77,857   

5 月奉獻 May. 2021 General Offering: $7,935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6,244                 $8,000                 $0 

宣教 Mission Fund:                    $2,900                 $22,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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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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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Shum/EM Group       

Singspiration        Cornerstone/All Heaven Declares 

Choir                        Be Thou My Vision                  JC Choir        

Sermon                     Heaven, Our Eternal Destination    Carl Fitzgerald 

Announcement                                      
Communion              I surrender all                                          Pastor Lo 

Conclusion                  

Bible verses: (2 Peter 3:1-18)… 8 But do not forget this one thing, dear friends: 

With the Lord a day is like a thousand years, and a thousand years are like a day. 9 

The Lord is not slow in keeping his promise, as some understand slowness. Instead he 

is patient with you, not wanting anyone to perish, but everyone to come to repentance 

11 Since everything will be destroyed in this way, what kind of people ought you to be? 

You ought to live holy and godly lives 12 as you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of God and 

speed its coming.[b] That day will bring abou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heavens by fire, 

and the elements will melt in the heat. 13 But in keeping with his promise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new heaven and a new earth, where righteousness dwells. 14 So 

then, dear friends, since you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make every effort to be found 

spotless, blameless and at peace with him… 17 Therefore, dear friends, since you have 

been forewarned, be on your guard so that you may not be carried away by the error of 

the lawless and fall from your secure position.18 But grow in the grace and knowledge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To him be glory both now and forever!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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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後書 3:1-18 親愛的弟兄啊，我現在寫給你們的是第二封信。這兩封都是提

醒你們，激發你們誠實的心，2 叫你們記念聖先知預先所說的話和主救主的命

令，就是使徒所傳給你們的。3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

自己的私慾出來譏誚說：4「主要降臨的應許在哪裡呢？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

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5 他們故意忘記，從太古，憑 神的命有了

天，並從水而出、藉水而成的地。6 故此，當時的世界被水淹沒就消滅了。7 但

現在的天地還是憑著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審判遭沉淪的日子，用火

焚燒。8 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

一日。9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

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10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

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

了。11 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敬虔，12 切切

仰望 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鎔

化。13 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14 親愛的弟兄啊，

你們既盼望這些事，就當殷勤，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摘，安然見主；15 並

且要以我主長久忍耐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們所親愛的兄弟保羅，照著所賜給

他的智慧寫了信給你們。16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講論這事。信中有些難明白

的，那無學問、不堅固的人強解，如強解別的經書一樣，就自取沉淪。17 親愛

的弟兄啊，你們既然預先知道這事，就當防備，恐怕被惡人的錯謬誘惑，就從

自己堅固的地步上墜落。18 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

有長進。願榮耀歸給他，從今直到永遠。阿們！   

http://www.ebcccm.org/


5/24/2021-5/30/2021 禱告事項 

 
5/24 週一為教會禱告: 願基督的新婦 —— 天城教會, 在地上分別為聖，拓

展神永恒的國度，是基督的見證和信仰傳承的教會。求主開啓屬神的兒

女“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凡事藉著禱告祈求，經歷聖靈的更新，在世

人面前見證基督的榮美，歸榮耀給神。求主祝福教會的長執同工們：專

心仰賴耶和華，不依靠自己的聰明。在聖靈裏禱告、事奉主，服事教

會。願主真理的話語，帶著聖靈的大能，親自牧養群羊，使屬神的兒女

得滋潤、得飽足，成熟長大，能體貼父神的心意，全然委身，跟隨基

督，成爲主的門徒。 

5/25 週二為英文會衆和尋牧禱告: 為英文會衆的成人和家庭的聚會，求主

大大施恩，吸引更多人參與。也請為英文牧師候選人代禱：求主為我們

預備，差派適合教會未來 10 年教會成長所需要的牧者。求主賜給聘牧委

員會智慧，選擇出合適的候選人。 

5/25，27 週三週四為肢體禱告: 1）求主保守我們中間所有孩子們的心理

健康，青少年特別容易因創傷相關的壓力，感到不知所措，求主賜給父

母智慧，幫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作息時間。在需要時，協助其獲得專業的

幫助。願他們健康喜樂地渡過青春期。2）爲著身體軟弱的和因著疫情影

響，失去工作或陷在困境中的家庭禱告: 造我們的神，是公義而有憐憫的

神，是慈愛的神，也是賜平安意念的神，祂知道我們所有的軟弱和需

要，並且等候施恩給仰望等候祂的兒女，願我們在單純的依靠呼求中，

更深經歷神的信實、神的供應和神的醫治，因慈愛天父必看顧我。 

5/28 週五為教會的英文門訓班禱告：求神特別祝福帶領做老師的同工

們，有聖靈的恩膏和智慧，把真理講解得清楚。為小姊妹們：Virginia、

Julia B、Tiffany Chen、Tiffany Deng、Cathy 、Amanda 、Julia Y. 、Chloe、

Liz 禱告，求神賜他們渴慕的心來領受真道，漸漸認識救主基督。 

5/29 週六為教會重啓禱告：天城教會的會堂經過一年多的關閉，感謝主

目前已經進入了重啓的階段，求主祝福保守屬神的子民，存著感恩喜樂

的心，主日清晨歡喜來到祢的殿中，敬拜讚美為我們成就大事的全能獨

一真神！因著十字架的大能，在基督裏享受與神同在的恩典；弟兄和睦

同居的善與美；聖靈的恩膏如同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在那裏有耶和

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5/30 主日為聚會和信息禱告: 主日的清晨，蒙恩的百姓以歡喜、敬畏、感

恩的心來到施恩寶座前，同心讚美敬拜聖父、聖子、聖靈三一真神。願

榮耀頌讚、尊貴、權柄歸于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遠！求主潔淨赦免

我們的罪孽過犯，得以手潔心清來朝見祢的榮面！求主祝福講臺，恩膏

做出口的羅天祐牧師，釋放屬天的信息；願神開啓我們心靈來明白真

道，在基督裏同為一體，同蒙造就，並且成爲行道者，使主的心得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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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