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6/20/21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王鐵橋弟兄                                                                                                                                                    

經文 Scripture                 詩篇 97 篇                                                       會眾 

詩歌 Singspiration           聖哉 聖哉 聖哉                              

經文 Scripture                 詩篇 103：1-13                          

詩歌 Singspiration           惟知道我所信的是誰 

禱告 Pray         

詩班 Choir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Starlight 

詩歌 Singspiration           有福的確据                                               

信息 Message                  從「心」發出 - 重「新」出發（二） 

                                          ---- 我們"需要"為主而活            羅天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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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 開始，Zoom. 831-9589-7932; PW: 447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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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6/13/2021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81,564 支 Expenses: $100,219  

6 月奉獻 June. 2021 General Offering: $10,771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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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Mission Fund:                    $6,000                 $22,600               $0  

 
 本月執勤同工: 林尤彬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 葉湘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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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重啓更新：在 NJ/NY 州及纽约市地区，COVID-19 新確診人數，近

日持續减少，這些区域因疫情而設下的强制性限制已经全部取消。

6/13/2021 执事會决议：接受教堂重啓委员会建議，撤除大堂聚會人數容

量限制，並全面开放在教堂現場聚會，不再需要登记，6/27/2021 日正式

執行。同時為策安全，本教會仍會执行预防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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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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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重啓兒童主日學 : 为配合大堂逐步开放聚会，初步計劃在三樓開設一班

1-6 年級混齡兒童主日學，由琍琍師母担當老師，隔週上課。暂定 6/20， 

7/11，7/25 為上課日，上課時間與大堂同時並進 10:30 -12:30。學生人限

暫定為 15 人以下以觀其效，逐步改進，安全措施與大堂要求一致。願意

加入的家庭，請上教會網上登記，並與周毅敏姊妹 (Tina) 或琍琍師母聯

络，預備學生主日學教材，謝謝大家。請繼續為教會禱告！ 

3. *主日講員: 6/27 主日是中英聯會聚會，講員是柏有成牧師；7/4 主日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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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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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VBS 報名：教會 2021-VBS 將在網上進行，營會時間是 7/26-7/30 , 早上

10:00-11:30，目前可以網上報名，營會接受現在上 pre-k 到 6 年級兒童參

加。VBS 營會報名請點擊鏈接： ebccmyanswers.myanswers.com/ 

願意服事的弟兄姊妹請用網上同工注册链接. 請為此項服事和營會禱告. 

https://ebccmyanswers.myanswers.com/mystery-island/volunteer/  

    
       信息經文:  馬太福音 5:38-6:4 

         太 5:38 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39 只是我告訴你們、不 

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 40 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41 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42 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43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 

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44 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 

的禱告。45 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 

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46 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賞賜呢．就 

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麼。47 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麼長處呢．就是外 

邦人不也是這樣行麼。 48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太 6:1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若是這樣、 

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 2 所以你施捨的時候、不可在你前面吹號、像那假 

冒為善的人、在會堂裏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榮耀．我實在告訴你們、 

http://www.ebcccm.org/
https://ebccmyanswers.myanswers.com/mystery-island/volunteer/


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3 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4 要 

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有古卷作必在明處報 

答你〕 

6/21-6/27/2021 主日信息及禱告事項 

 
6/21 週一為教會禱告: 願屬基督的天城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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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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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主必指

引我們的路。願眾聖徒們，在聖靈裏禱告、事奉主，服事教會。求主真理的話

語，帶著聖靈的大能，親自牧養群羊，使屬神的兒女得滋潤、得飽足，成熟長

大，能體貼父神的心意，全然委身，跟隨基督，成爲主的門徒。 

6/22 週二為英文會眾聘牧禱告: 聘牧委員會已將一位適合的牧者人選，推薦、

提交資料給執事會審閱。執事會將開始與聘牧委員會展開第一回合討論。我們

為此禱告：求神給所有執事屬天的智慧和見識，存謙卑的心天天與神同行；求

神藉著這樣一個聘牧的過程，使教會培養出忠心有見識的管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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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24 週三週四為肢體禱告: 1）求主保守我們中間所有孩子們的心理健康，求

主賜給父母智慧，帶領孩子們常常來得主的面前，也幫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作息

時間。在需要時, 協助其獲得專業的幫助。願他們健康喜樂地渡過青春期。2）

為所有身體軟弱的弟兄姊妹禱告：願我們在難處中, 全然信靠愛我們的主，藉

著禱告經歷神醫治的大能; 並且在軟弱中，肢體彼此關愛扶持，使“施”的和

“受”的一起見證神的恩典和真實，把榮耀歸給時刻看顧我們的全能真神。 

6/25 週五為傳福音禱告：福音班在年初已重開, 參加人數不多。願神加重我們

愛靈魂, 傳福音的心志, 藉著重啓,把流離的人們聚集到恩主前, 得著安慰, 領受真

理, 靈魂歸向神。為美國的留學生政策和我們的社區禱告：求主繼續開福音之

門！使那些無神論國家來到美國的留學生或新移民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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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尋得主圈外的羊。 

6/26 週六為教會重啓禱告：主啊，感謝祢！天城教會已重啓，弟兄姊妹可以面

對面地在主的腳前聚集，這是何等的恩典！求主祝福屬神的子民，存著敬畏感

恩的心，主日清晨歡喜來到祢的殿中，朝見祢的榮面。在基督裏享受弟兄和睦

同居的善與美；聖靈的恩膏如同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

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6/27 主日為聚會和信息禱告: 主日的清晨，蒙恩的百姓以歡喜、敬畏、感恩的

心來到施恩寶座前，同心讚美敬拜聖父、聖子、聖靈三一真神。願榮耀頌讚、

尊貴、權柄歸于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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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祝福講臺，恩膏做出口的柏有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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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成爲行道者，使主的心得滿足。

 
  教堂主日聚會重啓，但週五晚 8:00 中、英文查經，還是 Zoom 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