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程序 Worship Program 

                                                   4/24/2022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王鐵橋弟兄                                                                                                                                                      

經文 Scripture                詩篇 100 篇                                                       會衆         

詩歌 Singspiration          神 我贊美你                             

經文 Scripture               腓立比书 2: 1-11 

詩歌 Singspiration          何等奇妙的救主 

禱告 Prayer 

詩歌 Singspiration          你是我異象                                       

信息 Message                在至高者隐秘处 

                                                                                                    簡志敏弟兄                                                                                                                                                                                                   

報告 Announcement   

擘餅 Communion           永久磐石                                                          會衆 

結束詩歌 Concluded      因祂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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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羅馬書,約壹書, 提摩太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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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4/17/21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69,706 支 Expenses: $60,950  

4 月奉獻 Apr 2022 General Offering: $15,821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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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Mission Fund:                    $5,300                 $22,600               $0 

 
 本月執勤同工：陳予邃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 王鐵橋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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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會: 每週二晚 8:00，教會有禱告會, 請弟兄姐妹一同來加入同心禱 

告的服事。向神大大開口為教會守望，為所有的需要和肢體代禱。 

2. *主日講員: 5/1 主日講員是柏有成牧師；5/8 講員是于慕潔長老，請大 

家为主日的講臺、講員和信息禱告。目前我们中文部讲员，支持英文部讲

台者有:罗牧师、钱大刚弟兄、柏有成牧師、Carl 長老, 請為這些講員代禱. 

3. 春季洗禮班：已經從 3 月 27 日開始， 目前暂时定 5 月 15 日為中英兩 

邊會眾的洗禮日期。 

4. *暑期兒童聖經營 VBS 更新：教會 2022 VBS 主題：Zoomerang。時間在

7/25-7/29 早上。目前已經在教會網站開放報名。參加的兒童和服事的同工

都可以報名。 

5. 周五晚 8 點網路查經: 以弗所書, 羅馬書, 約壹書, 提摩太後書, 使徒行傳. 

6.*青少年活動：今天 4/24 聚會后，教會的青少年有特別活動：Pizza 午餐 

和一些游戲等，時間是 12:15 PM 在對街的 Columbus building. 請家有青少 

年的家長們提醒並鼓勵他們參加活動。英文組的老師們也將參加。 

今天青少年詩班的練詩還是暫停，下周 5/1 恢復 12:15 在三樓的練習。 

7. *生之追尋福音營: 5/27 週五-5/29 週日在網上舉行，主題講員:黃小石長 

老“生命、時間與盼望”；劉志雄長老 “疾病與死亡”; 專題講員:周莉姐妺與 

朱正中長老。報名截止日期 5/18。請弟兄姐妹們踴躍報名，也可以邀請朋 

友報名參加。如有疑問請洽李屏貞姐妺。報名鏈接： 

http://www.rccc.org/gcamp。  

 

   信息經文：詩篇 91 篇 

   1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2 我要論到耶和華說、他是 

   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 神、是我所倚靠的。3 他必救你脫離捕 

   鳥人的網羅、和毒害的瘟疫。4 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 

   翅膀底下．他的誠實、是大小的盾牌。5 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 

   的箭．6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7 雖有千人仆倒在你 

   旁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得臨近你。8 你惟親眼觀看、見惡人遭 

   報。9 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10 禍患必不臨到 

   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11 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 

   道路上保護你。12 他們要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13 你要踹 

   在獅子和虺蛇的身上、踐踏少壯獅子和大蛇。14 神說、因為他專心愛我、 

   我就要搭救他．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15 他若求告我, 

http://www.ebcccm.org/


   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16 我 

   要使他足享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    
 

     大綱  一、“我的”心志（91:1-2）；     

二、  圣灵的劝勉（91:3-13）； 

三、  父神的应许（91:14-16）; 

4/25-5/1/2022 禱告事項 
 

 
4/25 周一為教会禱告: 求神祝福天城教会在地上是神喜悅，并且歸耶和華為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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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牧者長執們禱告：

願他們存敬畏、仰望和等候的心，安靜主前，不受攪擾，享受幔内的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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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

人。愿眾聖徒，在聖靈裏齊心禱告，做合神心意的聖潔器皿，在各樣的環境和

場合尊崇主，以新生命的樣式，來見證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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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周二為英文部聘牧繼續禱告：求神特別為講英文的會衆差派合神心意，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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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一同牧養天城教會會衆 。 

4/27 周三為教會春季受浸聚會禱告：教會 5/17 有受浸聚會，請為中、英文部會

眾中尚未信主的福音朋友們和新來到教會的家庭代禱，願神的靈感動、激勵慕

道朋友們，渴慕認識真道，願意悔改，跟隨基督，得著生命中最大的祝福。 

4/28 周四為肢體禱告：為陳文周弟兄肝臟腫瘤的治療禱告，求神為弟兄預備最

好的醫治方案和醫生，預備他們一切的所需，使弟兄得醫治，再次經歷神的恩

典，將榮耀歸給主。為軟弱的肢體禱告，求神讓我們在軟弱中經歷神的剛强和

安慰，因祂是我們隨時的幫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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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主重新得力，生命更新. 

4/29 周五為 2022 年暑期聖經營 VBS 禱告：爲報名參加的主要同工: 藍平，Tina,

美蘭，Brenda，Theresa，Tracy 等以及 13-15 位青少年小幫手感恩，求神繼續爲

我們預備更多成人同工來參加這次的營會。求主賜恩典、智慧、時間，願同工

們帶著異象和禱告的心，來參與這樣的服事。請弟兄姊妹爲著兒童福音和基督

徒家庭孩子在主裏成長的學習禱告，願主因著我們同心的禱告，在我們周圍的

人群中作帶領和感動的工作，使那些沒有聽過福音家庭的孩子們，有機會進入

神的家中，認識生命的至寶耶穌基督。 

4/30 周六為烏克蘭的戰事，為世界和平禱告：如聖經所説，末後的世代邪惡，

戰爭、瘟疫、饑荒、地震這些事都在發生。願屬神的代禱者興起，站在破口上

來呼求公義的真神，憐憫這地，施恩拯救無助的靈魂。 

5/1 主日為敬拜聚會禱告: 春暖花開，神所創造的萬物都在述説祂的榮耀！我的

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贊美主奇妙的救恩臨到了我們，如今蒙恩的百姓聚集

在神的殿中，向賜我們新生命的主獻上感恩和敬拜！愿神赐福今天的聚会，恩

膏做出口的柏有成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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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