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程序 Worship Program 

                                                   11/21/21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鄭勇弟兄                                                                                                                                                    

經文 Scripture                  詩篇 150 篇                                                    會衆 

詩歌 Singspiration            快樂快樂我們敬拜                          

經文 Scripture                  希 10: 19-25  

詩歌 Singspiration            你信實何廣大 

見證 testimony                 馬易怡姊妹     

詩歌 Singspiration            都歸耶穌                                      

信息 Message                   受洗初探                                           錢大剛弟兄                                                    

報告 Announcement   

詩歌 Singspiration            都歸耶穌                                      

浸禮 Baptize                    馬易怡姊妹，英文組 Colin Chiang 

結束詩歌 Concluded        榮耀歸於至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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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五晚(8:00pm)  網路小組查經 哥林多前後書，使徒行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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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約使徒行傳 zoom 92469664778 PW:2021 

                                            旧约士師記记 zoom 3960359144 PW: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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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14/21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173,812 支 Expenses: $184,004   

11 月奉獻 Nov. 2021 General Offering: 11,958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7,944                 $8,000                 $0 

宣教 Mission Fund:                    $23,200                $22,600               $9,800 
 

 
 本月執勤同工: 王鉄橋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 林尤彬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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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及信息大綱 
 

1. *主日講員: 11/28 是中英聯合聚会, 講員 Michael Shum 弟兄；請大家为主

日的講臺、講員和信息禱告。 

2. *感恩見證會: 本周四 11/25 是感恩節，上午 10:00- 11:30 教會有敬拜、分

享,  感恩聚會,  歡迎弟兄姊妹籍著這個日子,見證分享這一年神在您生命

中的恩典，如還有人想報名見證，請馬上聯絡 Benjamin 或羅牧師。因為

疫情關係, 教會將不會安排聚餐.  願大家為這歡樂的聚會禱告。 

3. 2021 秋季青少年詩班  練習時間是下午 12:15-1:00，地點在教会三楼。 

4. *12 月教会陪靈“關懷輔導培訓課程”：主题--你想知道的-人如何改變 

12/10 周五晚     8-9:30pm “与基督聯合”  

12/11 周六上午 9:30-12:00“人如何改變”小組长培训 

   下午 1:30-3:00 “苦難與試探“； 3:30-5:00“聖潔與成熟”； 

12/12 主日 上午 9:30-10:20  聖經輔導問題解答 (当天所有主日学暫停一次) 

                  上午 10:30 主日信息: “始於受造，終於榮耀” 

***歡迎弟兄姊妹预留時間，踴躍参加陆尊恩弟兄的陪靈關懷福島課程。 

5. *感恩節捐贈幫助社區: 今年感恩節，教會還是有捐贈食品罐頭給 Family 

Promise 機構的服事，為周圍大批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感恩節食物，由即時

開始收集捐贈的食品罐頭，截止日期 11/23。食品要求： 

瓶装水（24 或 35 瓶装）、西人超市：盒装意大利干面、豆子/玉米/蔬菜

類罐头、canned cranberry sauce. dried mashed potatoes mix (in a box), pancake 

mix (in a box), 請確認捐贈罐頭食品都在有效期內 。  

      

信息經文：路:4:1-13, 太:3:13-17 
 

路加福音 4：1-13 耶穌被聖靈充滿，從約但河回來，聖靈將他引到曠野，四十

天受魔鬼的試探。那些日子沒有吃什麼；日子滿了，他就餓了。魔鬼對他說：

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塊石頭變成食物。耶穌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

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魔鬼又領他上了高山，霎時

間把天下的萬國都指給他看，對他說：這一切權柄、榮華，我都要給你，因為

這原是交付我的，我願意給誰就給誰。你若在我面前下拜，這都要歸你。耶穌

說：經上記著說：當拜主─ 你的神，單要事奉他。魔鬼又領他到耶路撒冷去，

叫他站在殿頂上，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從這裡跳下去；因為經上記

著說：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護你；他們要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

頭上。耶穌對他說：經上說：不可試探主─ 你的神。 

魔鬼用完了各樣的試探，就暫時離開耶穌。 
 

http://www.ebcccm.org/


馬太福音 3:13-17 當下，耶穌從 加利利來到約旦河，見了約翰，要受他的洗。

約翰 想要攔住他，說：「我當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這裏來嗎？」 耶穌回答

說：「你暫且許我，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 。」於是約翰許了他。 耶穌

受了洗，隨即從水裏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彷彿鴿子降下，

落在他身上。 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11/22-11/28/2021 禱告事項 
 

 
11/22 周一為教会禱告: 愿主祝福保守天城教会在地上成为見證，是分別为聖，

拓展神的國度信仰傳承的教會。求主親自開啓属神的儿女，更多明白真理，体

贴神的心意“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凡事藉著禱告、祈求，经历聖靈的更新，

活出基督的生命，在世人面前見證主，歸荣耀給神。求主祝福教会的牧者、長

执、同工們：专心仰賴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聰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認定

主，讓主在各样教会的事工上掌權，指引我們的路。愿眾聖徒，在聖靈裏禱

告、事奉主，齐心服事基督的教會。愿主真理的話語，帶著聖靈的大能，親自

牧養带领群羊，使属神的儿女得滋潤、得飽足，跟随基督，成为主的門徒。 

11/23周二為傳福音禱告：求主賜教会弟兄姊妹愛靈魂的心，回应主的呼召，

为主而去，邀請親朋好友、周圍的华人華人家庭、留學生們，使他们被带进神

的家中，听到福音，并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主。 

11/24周三為英文會衆尋牧禱告: 在尋牧過程中，求神讓我們經歷祂的大能，

以信心仰望教會的大牧人，為我們成就大事。願我們藉着祷告，同心等候神的

預備。求赐长执们属天的智慧和见识，清楚明白聖靈的带领，存謙卑的心与神

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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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周四為關懷事工禱告：求主賜屬神兒女愛神、愛人的心，願意在基督裏

付出愛；求神開啓我们的心和眼睛，能看见人的難處和需要，藉着禱告与主同

工，關愛扶持軟弱的肢體，一同見證神的恩典，使人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  

11/26，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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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学老师屬靈的敏銳度，常常為孩子們守望禱告；求神賜服事

的智慧和力量，存著爱心和耐心引导孩子们，带领他们从小经历神、渐渐认识

爱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教会的每一个孩子的父母代祷，求主保守祝福各家的

家長，有屬天的智慧，认识生命的至宝，带领孩子从小敬畏耶和华，遠離世俗

的誘惑和各樣使孩子陷入其中的陷阱，分別爲聖歸給神。全家存感恩的心，尊

主为大，健康喜樂地活在神的同在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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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除去一切黑暗勢力的干擾，救孩子脫離網絡游戲的捆綁，願

每一个参加团契的青少年，享受神的同在，在赞美中喜乐满怀。 

11/28 主日為聚會和信息禱告: 主日的清晨，蒙恩的百姓怀着無比喜悅心来到主

面前，同心敬拜、讚美我主、我神！愿神赐福今天的聚会，恩膏做出口的

Michael 弟兄，主的靈亲自引导，释放属天的信息；使神的百姓灵里被挑旺、

被激励，更深爱主；愿台上讲的和台下听的，在主里一同蒙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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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