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3/28/21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鄭勇弟兄                                                                                                                                                    

經文 Scripture                 詩篇 67 篇                                                     會眾 

詩歌 Singspiration           快樂，快樂，我們敬拜 

經文 Scripture                 詩篇 57 篇 

詩歌 Singspiration           你信實何廣大                                

禱告 Pray         

詩歌 Singspiration           惟知道我所信的是誰    

信息 Message                  進到那裡 - 信                               錢大剛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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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青少年     (網路)                            461 - 3437 
             

   週五 (4/2/21 8:00pm)  網路小組查經 哥林多後書，使徒行傳、路加福音 

     英文組青少年週五晚查經 8:30 開始，Zoom. 831-9589-7932; PW: 447906 

主日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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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3/31/2021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41,118 支 Expenses: $55,443   

3 月奉獻 Mar. 2021 General Offering: $22,750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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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Mission Fund:                    $1,900                 $22,600               $0  

 
 本月執勤同工: 錢大剛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 陳予邃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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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疫情已明顯地繼續受控並減少，疫苗實施也每日在加增，NJ

州政府亦已提高了准許宗教在現場聚會的人數，由場地容量的 35%提升

至 50%並不設上限，執事會正在跟進及商確有關重返 EBCC 會堂，在現

場主日聚會的可能性及步驟，並相關安全措施。4 月 4 日開始嘗試只有

講員和領會及幾位相關的同工在現場實播。為了解弟兄姊妹的情況及返

回會堂在現場作主日聚會的意願，請參閱問卷及盡快回答所有問題，鏈

接: https://forms.gle/X9Y2H8QiBS2XLHgM6 已通過各關懷小組和微信群發

出來了，請大家儘快完成並提交。現時在現場聚會將嚴格要求: 測體

温，戴口罩，保持 3 尺安全距離。請弟兄姐妹繼續為此事代禱。 

2. *主日講員: 4/4 的講員是葉湘弟兄，4/11 講員是羅天祐牧師，請為主日講

員和信息禱告; 也為我們領受信息的心禱告. 

3. *春季受浸聚會： 四月受浸聚會在三個連續的周六舉行。時間安排如下: 

第一批受洗聚會 4/3/2021 是周六上午 10:00 - 12:00； 

第二批受洗聚會 4/10/2021 是周六上午 9:00 - 10:30； 

第三批受洗聚會 4/17/2021 是周六上午 10:00 - 12:00； 

請弟兄姊妹為四月的受浸聚會禱告。目前中文和英文受浸班上課時間都

是每主日上午 9:30-10:20，中文受浸班 Zoom ID 934-322-7923 密碼 8888. 

4. 青少年詩班：今天下午 12:45-1:30 青少年詩班在 Zoom 練習。 

    
        信息主要經文:  創世記 6:11-22, 路加福音 17:26-27, 希伯來書 11:7 
 

創世記 6:11-22 世界在神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神觀看世界、見是敗 

壞了．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神就對挪亞說、凡有血氣的 

人、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 

地一併毀滅。你要用歌斐木造一隻方舟、分一間一間的造、裏外抹上松 

香。方舟的造法乃是這樣、要長三百肘、寬五十肘、高三十肘。方舟上邊 

要留透光處、高一肘．方舟的門要開在旁邊．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層。 

看哪、我要使洪水氾濫在地上、毀滅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氣息的活 

物、無一不死。我卻要與你立約、你同你的妻、與兒子、兒婦、都要進入 

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樣兩個、一公一母、你要帶進方舟、好在你那 

裏保全生命。飛鳥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類、地上的昆蟲各從其類、每 

樣兩個、要到你那裏、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樣食物積蓄起來、好作你和 

他們的食物。 挪亞就這樣行．凡 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樣行了。 



路加福音 17:26-27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樣。那時候的人 

又喫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洪水就來、把他們全都滅了. 

希伯來書 11:7 挪亞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動了敬畏的心、預 

備了一隻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 

從信而來的義。 

 

3/29-4/4/2021 主日信息及禱告事項 

 
3/29 週一為教會禱告: 萬物復蘇的季節，感謝神！浩大的恩典在我們中間一無

缺少。願耶穌基督的恩惠和祝福，持續地臨到天城教會，在地上成爲有永恒國

度觀和美好見證的教會。感謝主，賜給屬神的兒女有同心事奉，尊主為大，活

出基督生命的熱忱。先主加添我們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凡事藉著禱告，經歷

聖靈的更新的心志，為主得靈魂，滿足主的心；願天城教會成為真理的柱石，

神兒女可安歇的青草地，信仰傳承的見證教會。求主復興每一個屬神的家庭，

有屬靈的眼光，願意委身，成爲基督的門徒。 

3/30 週二為春季受浸禱告：求主大大祝福教會連續三周的中英受浸聚會，以祢

的話語的大能，來引導這些尋求的心靈；願神的靈在每一位新的生命中動工，

賜下見證，榮耀主的名。使尋求的，就尋見生命的主宰。為所有報名受浸的弟

兄姊妹們感恩，求主開啓他們的心，真實地遇見愛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3/31,4/1 週三週四為肢體禱告: 1) 求主憐憫醫治教會中被感染生病，身體軟弱、

心里孤獨焦慮、靈裏下沉的弟兄姊妹: 願主的平安，帶我們進入更深的信靠，

並享受神的同在，使靈裏得著良藥和滋潤，惟有主耶穌是我們患難中隨時的幫

助。求主完全的醫治臨到我們，使身心靈再次強健。2) 為著疫情影響，失去工

作或有缺乏的家庭禱告: 耶和華以勒, 神必預備。願我們在難處裏，更深經歷神

的信實。願常常喜樂、不住禱告、凡事謝恩的教導，引導我們仰望神的預備。 

4/2 週五為教會的查經和團契禱告: 求主祝福教會所有的查經團契，弟兄姊妹在

聖經真理和聖靈的引領下深根建造，在基督裏，肢體間不但有真誠的敞開分

享，並且能活出愛，見證聖靈的工作，在主裏被一同建造，成熟長大，明白神

的旨意；為團契中配搭的事奉禱告: 求主興起更多願意參與服事的肢體，因著

願意的心，就成了交在主手中的“五餅二魚”歡喜經歷基督的豐富和供應。 

4/3 週六為教會下一代守望者禱告: 求主憐憫，救我們的下一代脫離遊戲網絡、

早戀、叛逆、婬亂、貪喫貪睡等惡習，求神拯救他們脫離一切迷茫無助、焦慮

抑鬱的捆綁，求主賜下自由、釋放、信心、愛心和盼望。求神看顧、保守、醫

治這時代孩子們扭曲的心靈，除去一切誘惑的邪靈離開單純的青少年的心裏！

求主在孩子們心裏做大事，拯救孩子們脫離撒旦設立的各種網羅！求主興起代

禱的父母：明白天父的心，站在破口上，為兒女禱告。“耶和華如此說：就是

勇士所虜掠的，也可以奪回；強暴人所搶的，也可以解救。與你相爭的,我必與

他相爭; 我要拯救你的兒女。”（賽 49:24-25） 

4/4 主日為聚會和信息禱告: 主復活了! 願頌讚歸于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

遠！因著十字架的救恩，蒙恩的百姓以歡喜感恩的心，敬拜聖父、聖子、聖靈

三一真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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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榮耀、稱頌、尊貴、權柄歸于至高的神。求主膏抹講臺，恩膏做出口的葉湘弟

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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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感謝、讚美歸于我主、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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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