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8/22/21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岑荫培弟兄                                                                                                                                                    

經文 Scripture                 詩篇 16: 1-11                                                    會眾 

詩歌 Singspiration           伟大的神 

經文 Scripture                 申: 8: 1-18                    

詩歌 Singspiration           父啊，久在创世之前 

禱告 Pray         

献诗 Choir                     以诗歌旋律赞美祂                                   天城诗班 

詩歌 Singspiration          领我大哉 主耶和华                                          

信息 Message                 還在這裡-繞 (摩押之约)                       钱大刚弟兄 

                          

報告 Announcement   

擘餅 Comm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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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晚(8:00pm)  網路小組查經 哥林多前後書，使徒行傳、路加福音 

      英文組青少年週五晚查經 7:00 開始，Zoom. 869-4791-6431; PW: 984408 

 主日 (9:30am) 空中成人主日學 新約使徒行傳 zoom 92469664778 PW:2021 

                                                    舊約約書亞 zoom 3960359144 PW:123  

                                           福音班 zoom 570-059-5348 PW: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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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9/2021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121,855 支 Expenses: $136,083  

8 月奉獻 Aug.2021 General Offering: $5,149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6,444                 $8,000                 $0 

宣教 Mission Fund:                    $21,200               $22,600             $9,800  

 
 本月執勤同工: 錢大剛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张子务弟兄 

       

     中文堂主日上午聚會 10:30 在教會網站 www.ebcccm.org  

報告及信息大綱 
 

 

 

1. *2021中秋福音佈道聚會:9/17-19 布道会是教堂实体聚会形式，講員是彭

加榮牧師，時間是週五和週六晚上，再加上主日。請大家預備自己，邀

請福音慕道朋友和鄰居。 

2. *美東福音營報名: 9/3-9/5 美東福音營仍在 ZOOM 舉行, 主題信息是: 

“神就是愛“及”活的救贖主“，講員是龚明鵬和劉志雄弟兄。已開始報名, 

請弟兄姐妹邀請有心尋求生命答案在天涯海角的親朋好友。報名鏈接: 

https://www.negcnj.net  所屬教會:天城教會, 如有任何疑問請找屏貞姐妺. 

3. *主日講員: 8/29 主日講員是羅天祐牧師，9/5 主日中英联合聚会, 講員是

Carl Fitzgerald 弟兄, 請為講員和信息禱告; 也為我們領受信息的心禱告。 

4. *恢复实体祷告会：每周二晚 8:00-9:30 的祷告会已恢复在教堂举行，网

上 Zoom 祷告会直播也已停止，盼望弟兄姊妹同心进入祷告的殿，一同

敬拜，寻求主面。 

5. *2021 秋季青少年詩班 將在 9 月中旬開始，即日起接受 5 年級以上兒童

和青少年報名，請聯絡琍琍師母. 

6. 兒童主日學全部恢復在教會課室現場上課。Starlight (兒童詩歌敬拜) 

10:30-11:00 及所有兒童主日學班 11:00-12:00 全部恢復在教會課室現場上

課,停止 Zoom 直播。安全措施要求及餐點供應與大堂聚會的安排一致。 

7. 教會重啓：為策安全，所有出席現場聚會者， 包括兒童和成人，必須在

14 日內沒有接觸过確診新冠病者，各人在進入會堂前，須在門口作體温

測量及配带口罩才可以進入，正常體温是 98.6F（37C）或以下，請弟兄

姊妹包容及全面配合。 

    
       信息經文:  申命记 29:1-29   1 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 

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2 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 

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 

你们都看见了．3 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4 但耶和

华 

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5 我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 

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 

9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10-11 今日

你 

们的首领、族长、〔原文作支派〕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 

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 神面前． 

12 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 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13 这样、他要

照 

http://www.ebcccm.org/


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作 

他的子民、他作你的 神。14 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15 凡与我们一同

站 

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 

26 去事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27 所以耶和 

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28 耶和华在怒 

气、忿怒、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29 隐 

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 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8/23-8/29/2021 禱告事項 

 
8/23 週一為教會禱告: 求主祝福天城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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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明白何為 

神的國度，並且“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凡事藉著禱告、祈求，經歷聖靈的 

更新，以里面基督的生命，在世人面前見證主，歸榮譽給神。求主祝福教會 

的牧者、長執、同工們：專心仰賴耶和華，不依靠自己的聰明，在一切所行 

的事上認定祂，讓主在各样教会的事工上，指引我們的路。願眾聖徒們，在 

聖靈裏禱告、事奉主，服事基督的教會。愿主真理的話語，帶著聖靈的大能，

親自牧養群羊，使屬神的兒女得滋潤、得饱足，跟隨基督，成爲主的門徒。 

8/24 週二為英文會眾尋牧禱告: 求神賜我们禱告的心志，同心等候，把英文 

部寻牧的事帶到主面前求，看神為我們預備并成就；求赐长执们屬天的智慧 

和見識，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求神藉著這樣一個聘牧的過程，使教會有彼 

此順服的成熟生命見證和忠心有見識的管家，且教會全房靠主聯絡得合式， 

漸漸成為主的聖殿；靠主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8/25 週三為傳福音禱告：為劳工节的美東福音營和天城中秋布道会代禱; 为诗

班的实体献诗服事祷告；為福音班代禱；为每一位教會弟兄姊妹邀請慕道友 

代禱；為各個團契的探訪關懷、個人传福音代禱；也为未來的 SIT 新留學生 

代禱。求主繼續把校園福音的門為我們打開！求神加添我們愛靈魂, 傳福音的

心志, 藉教会的重啓, 把流離的人們聚集到恩主前。為我們的社區禱告：求主 

開福音之門，使新移民或新遷入的华人家庭、留學生們有機會聽到福音。求 

主預備屬神的兒女，有生命的見證，隨時預備自己，为福音事工摆上，為主 

尋得主圈外的羊。 

8/26 週四為肢體禱告: 為周围身体软弱的祷告：願他们灵里刚强，更深地信靠

主，在难处中真实遇见神，藉著禱告，經歷神醫治的大能; 求主赐我们健康的

肢体有“基督之爱”的心和眼睛，能看见人的难处和需要，藉着祷告与主同 

心同行，扶持關愛软弱的，一同見證神的恩典，使人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  

8/27，28 週五週六為教會重啓禱告：感谢主，我们可以再次聚集在主前；感 

谢主，保守洁净祢的殿；感谢主，除去一切的胆怯忧虑；感谢主，使我们免 

受搅扰；凴著信，我们來朝見祢的榮面，合一祈祷、同心敬拜！願主把天上 

樣式的生命和事奉的心志赏给我们，跟隨基督的腳蹤，滿有信心盼望和喜樂，

漸漸老練成熟成為教會的祝福。為教會復興、家庭復興、弟兄姊妹靈命復興 

代禱；求神祝福重啓的各項工作順利。為現場聚会所需的同工禱告，求主興 

起更多肢體，歡喜樂意地擺上，獻年輕的力量，侍奉主、服事人。 

8/29 主日為聚會和信息禱告: 何等恩典！被救赎的百姓喜乐地来到圣殿中， 

同心敬拜、讚美三位一体的獨一真神！求主潔淨，赦免我們的罪孽過犯， 

得以清潔的心來朝見祢的榮面！愿神的灵充满、恩膏做出口的羅天祐牧師， 

釋放屬天的信息，愿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主里得开启，蒙造就。 

 

       教堂主日聚會重啓，但週五晚中、英文查經，還是 Zoom 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