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程序 Worship Program 

                                                   2/20/2022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鄭勇弟兄                                                                                                                                                      

經文 Scripture                    詩篇 24 篇                                                      會衆 

詩歌 Singspiration              敬拜萬世之王 

經文 Scripture                    赛 53:1-6 约 10:10-11 

詩歌 Singspiration              寶貴十架 

禱告 Prayer 

詩歌 Singspiration              善牧慈恩                                    

信息 Message                     智慧                                                   羅天祐牧師                                                                                         

 

報告 Announcement   

擘餅 Communion               因著十架愛                                                   會衆 

結束詩歌 Concluded          讚美之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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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五晚(8:00pm)  網路小組查經 加拉太書, 約壹書, 提摩太前書, 路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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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约士師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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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13/21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31,569 支 Expenses: $28,381   

2 月奉獻 Feb 2022 General Offering: $8,679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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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Mission Fund:                    $2,250                 $22,600               $0 
 

 
 本月執勤同工: 錢大剛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 張子務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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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主日講員是羅天祐牧師, 3/6 主日講員是葉湘弟兄；請 

大家为主日的講臺、講員和信息禱告。 

2. *禱告會: 2/22 週二晚 8：00, 教會有中英聯合禱告會, 盼弟兄姐妹一同 

來加入禱告的服事。 

3. *青少年主日學班家長會：今天主日下午 12:00 有青少年 7-10 年級主日 

學班家長會，地點在英文組聚會處 Columbus building，請家長踴躍參加。 

4. *兒童事工：下個主日 2/27 教會兒童事工委員會要開會，討論一些今年

的兒童事工，包括 VBS 等事宜，請大家爲此禱告。 

5. 青少年詩班：今天下午 12:15–1:00 在教堂三樓練詩。 

6. 牧師辦公室: 教會重開後, 羅牧師輔導時間每週二下午 1:30-4:00, 歡迎弟 

兄姐妹來 EBCC 與羅牧師交談, 如有時間衝突, 以有向秘書預約的優先。 

         7. 2022 會員周年大會，已於 1/30/2022 在本教會舉行，並確認 

    應屆理事會成員如下： 錢大剛，張子務，岑楷宜，王鉄橋，羅天祐。 

    現任執事會成員：錢大剛，張子務，岑楷宜 (Michael Shum)，吳慕嵐， 

    李屏貞，陳予邃，王鉄撟，林尤彬，Sharon Chen。 

    請弟兄姊妹為他們禱告，求神賜他們屬天的智慧做神忠心的管家。 

8. 教會重啓決議：所有出席現場聚會者，包括兒童和成人，必須在 10 日 

内沒有接觸過確認新冠病者，各人在進入會堂前須在門口做體溫測量及 

佩戴口罩才可以進入，正常體溫是 98.6F（37C）或以下，請弟兄姊妹包 

容及全面配合。由於最近的 Omicron/Covid 爆發，請大家嚴格遵守教會的 

重啓決議。如果您正在等待測試結果，也請暫時不要來教會。 

 

 

  信息經文：哥林多前書 1:17-21 

    

 17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為施洗，乃是為傳福音，並不用智慧的言語，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18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 

 神的大能。 

 19 就如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 

 20 智慧人在哪裡？文士在哪裡？這世上的辯士在哪裡？神豈不是叫這 

 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嗎？ 

 21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 

http://www.ebcccm.org/


 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 

 

 

 

 

2/21-2/27/2022 禱告事項 

 
2/21 周一為教会禱告: 愿主祝福天城教会在地上是神喜悅的，彼此服事的教

會；是與世界分別，歸耶和華為聖的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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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按著自己的心意煉净屬神的子民。求神祝福教会的牧者、長

执、同工們：常常親近主，在祂面前等候，聼主的聲音，以至重新得力。凡事

仰賴耶和華，不依靠自己的聰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認定主，讓祂在各样教会

的事工上掌權，指引我們的脚步。愿眾聖徒，在聖靈裏禱告、體貼父神的心，

成爲合神心意的聖潔器皿，在各樣的環境和場合為主做見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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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周二為英文會衆尋牧禱告: 我們以信心仰望教會的大牧人，為我們差派教

會的英文牧者。願主興起工人，呼召合神心意的僕人，願意出來服事神的教

會。求神藉这样一个聘牧的过程，使教会有彼此順服的成熟生命见证，靠主同

被建造，成为神藉著圣灵居住的所在。 

2/23 周三為關懷事工禱告：求主賜敏銳的心，弟兄姊妹在愛中同蒙建造。我們

愛神、就得著愛人的能力，在基督裏願意付出愛，藉着禱告与主同工，使我们

能看见人的需要，彼此扶持，互相代禱，一同經歷神的恩典，也讓世人认出我

们是基督的门徒。 

2/24 周四為肢體禱告：為我們中間生病和軟弱的肢體禱告，求神讓我們在患難

中經歷神，因神是我們隨時的幫助。愿神大能的醫治臨到，使有疾病的完全得

醫治，軟弱的得剛强，焦慮的得平安；各人靠主重新得力，生命更新。 

2/25，26周五周六為青少年、儿童事工禱告：求神加添所有青少年和兒童事

工负责同工、主日学老师屬靈的智慧和能力，存著爱心和耐心引导孩子们，為

他們守望禱告，带领他们從小经历神、渐渐认识爱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教会

每个孩子的父母代祷，求主保守祝福各家的家長，有屬天的智慧，认识生命中

的至宝，教育孩子从小敬畏耶和华，遠離世俗的誘惑和各樣的陷阱，分別爲聖

歸給神。为兒童詩班和青少年诗班祷告：愿同工们从神得力，帶領孩子們在敬

拜中遇見神；也求主兴起更多同工一同来参与服事。求主恩待周五晚的青少年

查經團契，賜孩子們渴慕和尋求的心，願意來到主面前聚集。求主除去網絡游

戲對孩子們的攪擾，願每一个参加团契的孩子，享受神同在美好。 

2/27 主日為敬拜聚會禱告: 我們要贊美耶和華！在神的聖所贊美祂！在祂顯能

力的穹蒼贊美祂！凡有氣息的都要贊美耶和華！感謝主賜我們喜樂的靈和健康

的身體，可以在主日同心聚集，敬拜我主、我神！愿神赐福今天的聚会，恩膏

做出口的羅天祐牧師，聖靈亲自引导，释放属天的信息；使神的百姓灵里得飽

足，生命興盛。愿台上讲的和台下听的，在主里同感一靈，同蒙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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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