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程序 Worship Program 

                                                                        11/13/2022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陳予邃弟兄                                                                                                                                                      

經文 Scripture                  詩篇 150 篇                                                         會衆         

詩歌 Singspiration            榮耀歸於我主                                      

禱告 Prayer 

詩歌 Singspiration            我知主掌握明天 

經文 Scripture                  羅馬書 8：31-39                                                         

詩歌 Singspiration            輕述                                                            天城詩班                                                        

信息 Message                  重建城牆的酒政(尼希米的「生命-生活-事奉」)          

                                金海弟兄                                                                                                                                                                                                                                                                                                                                                                                                   

回應詩歌 Singspiration    我不過是你運河 

報告 Announcement   

擘餅 Communion             十架下我低頭                                                    會衆   

結束詩歌 Concluded        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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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pm)  網路查經 歌羅西書, 哥林多後書, 啓示錄, 何西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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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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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7/22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193,008 支 Expenses: $172,875 

11 月奉獻 Nov. 2022 General Offering: $2,837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15,194                $8,000                $2,730 

宣教 Mission Fund:                    $23,300                $22,600               $9,500 

 
 本月執勤同工: Benjamin 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 錢大剛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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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講員: 11/20 主日是中英聯合聚會，講員 Michael Shum 弟兄，11/27

主日是受浸聚會，講員葉湘弟兄，請大家为主日的講臺信息、講員禱告。 

2. *意見箱：执事会上週从意見箱收到了一份未具名的建議，按照教會的

有關程序，請寫上您的姓名，以便跟進，愿神亲自記念弟兄姊妹为教会事

工的祷告，建议，和爱心摆上。 

3. 感恩見證會: 今年 11/24 是感恩節，上午 10:00 教會有敬拜、感恩聚會,  

         會後有愛宴。若您有感動想見證分享這一年神在您生命中的恩典，請在 

         11/20 之前向錢大剛弟兄或舒佳姊妹報名。見證會后的愛宴將是每家一菜 

         的形式，請大家準備好煮熟的食物，因教會廚房將不開放烹煮。聚會午 

         餐將會在 1:00pm 前結束。 

        4. 2022 秋季受浸班：預定 11/27 受浸，請大家為受浸的姊妹們禱告，求神 

        的靈帶領她們，寫出活潑的生命見證，榮耀神！  

5. 青少年詩班：今天下午 12：15 在三樓有青少年詩班練習。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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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 

食品要求：瓶装水（24-35pk的包裝）、西人超市：Spaghetti sauce 意面

醬，盒装意大利干面、豆子/玉米/蔬菜類罐头和湯類罐頭、請確認捐贈罐

頭食品都在有效期內。 

7.為英文敬拜回大堂的事工祷告：感谢神, 中英同工一起完成了初稿，与

弟兄姊妹分享讨论（中文版的初稿已經張貼在佈告欄上）。求神继续带领

弟兄姊妹為時間表的每个環節禱告並分享。 

 

 信息經文：尼希米記 

 

信息大綱：(ㄧ) 猶太人被擄歸回後耶路撒冷的重建 

    (二) 尼希米的生命和使命 (尼 1 章)   

    (三) 尼希米屬天的智慧和屬世的能力    (尼 2-9 章)   

    (四) 尼希米的錢財使用 (尼 4:17-18) 

    (五) 重建城牆的啟示 

 

結論與反思     

   

1. 尼希米是被擄到巴比倫 2-3 個世代之後出生的猶太人，卻對耶路撒冷 

有這麼深的關心，這對您我有什麼啟發？ 

2. 今天教會的光景如何？是“平安了！平安了！”， 還是…？ 

http://www.ebcccm.org/


3. 你我有什麼責任？ 

 

11/14/2022– 11/20/2022 禱告事項 

 
11/14 周一為教会禱告: 願天城教会是歸耶和華為聖的教會，在這地爲主發光、

傳揚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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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傳道和長執們禱

告：願他們存敬畏、仰望和等候的心，常常安靜在主前，得著能力和智慧，能

夠忠心、殷勤、且有屬靈分辨的見識和異象，來侍奉主。為所有願意服事的同

工們感恩，求神賜教會更多忠心又良善的僕人，在神的家中與主同工、肢體配

搭，建立基督的身體，擴展神的國度，傳揚主的聖名。愿眾聖徒，在聖靈裏齊

心禱告，做合神心意的聖潔器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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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 周二為中文部聘牧禱告: 求神為中文部會衆差派合神心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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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求神賜同工們智慧，更深依靠神，常常尋求主面，敏

銳于神的預備和帶領，願主旨意成就。 

11/16 周三為兒童、青少年兒童事工禱告：1) 為目前兒童主日學小小班老師和

Early Bird 老師的空缺禱告，求神預備。2）愿神祝福十一月兒童主日學的所有

當值的老師：少梅、安華、馬易怡、珊苗、徐懿，彼此配搭，有智慧有能力地

服事，建立我們的下一代，成爲神國度的精兵。3) 求神恩待進入青春期的青少

年們，願他們對神的認識和愛主的心與他們的年齡一同增長，保護他們遠離各

樣的誘惑，不叫他們遇見試探，使他們的心單單分別爲聖歸給主。 

11/17 周四為肢體禱告：1）為 Ryan 和他的家庭禱告，求神保守弟兄的身體，

靈裏興盛、身體健壯；求神賜福 Lily，在懷孕後期平安順利，歡喜等候他們女

兒的來到。2）感謝主，最近教會中感染的幾位弟兄姊妹都在康復中。藉著肢

體的代禱和弟兄姊妹們愛心的扶持，實在經歷了基督大家庭的愛和溫暖。3）

为家庭有经济缺乏的祷告：耶和華神是我們的供應者，祂必顧念你一切的所

需。願我們以盼望和感恩的心，等候神為我們開出路，把荣耀都来归给神。 

11/18，19 为感恩节的受浸聚会祷告：2022 秋季受浸预定 11/27，愿基督的爱、

聖靈的感动，召唤願意受浸的四位姐妹們，靈裏堅定，聽見神的話就愿意悔

改、敞開心懷接受主耶穌住在他們心裏。求主除去一切的攪擾；願神祝福受浸

班的老师们常常祷告，被圣灵充满，带领慕道友们在真理的话语中被開啓。 

11/20 主日為敬拜聚會禱告: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當感謝神

稱頌祂的名！全地都要敬畏、稱頌創造萬有的主宰！尊崇圣父、圣子、圣灵三

位一体的獨一真神！我們謙卑俯伏，專心等候神！愿神的寶座降臨在天城的敬

拜中，聖靈恩膏做出口的 Michael Shum 弟兄，释放属天的信息；使神的百姓灵

里得飽足，生命興盛。愿頌贊荣耀都归给独一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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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