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6/27/2021 (10:30am) 

宣召                                                                     Michael Shum/EM Group    

詩歌                                                                       會眾 

獻詩              聖哉聖哉聖哉                                             青少年詩班 

信息                改變呼號                                                   柏有成牧師                                 

報告事項                                                                                  

擘餅                 全所有奉獻                                      羅天祐牧師 

                  報告及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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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開始正式執

行。為策安全，所有出席現場聚會兒童和成人，須 14 日內無接觸確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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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聯合崇拜聚會：7/4 下周 10:30 的主日崇拜，將改為中英聯合崇拜

聚會，會後安排有户外午餐供應。當日的成人/儿童主日學課程和其他課

程將會全部取消。請弟兄姊妹為此祷告及踴躍參加。程序如下:10:30 詩

歌敬拜; 11:10 見證/分享, 羅牧師: 短信息, 勉勵及祝福;會後户外午餐。 

*3. 重啓兒童主日學 : 为配合大堂开放聚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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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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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VBS：教會 2021-VBS 將在網上進行, 營會時間是 7/26-7/30 上午 10:00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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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青少年詩班：每週練詩時間在主日下午 12:45 到 1:30，網上進行。 

************************************************************** 

1/1-6/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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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ebcccm.org 聆聽信息 

                          Worship Program 
 

Call to Worship                                              Michael Shum/EM Group       

Singspiration         

Choir                       Holy，Holy，Holy                 JC Choir      

Sermon                    Changing Call Sign                                 Pastor Bor 

 

Announcement                                      
Communion             I surrender all                                          Pastor Lo 

Conclusion                  

 

Bible verses: Scriptures: Acts 11:19-26 

 
Acts 11：19 Now those who had been scattered by the persecution that broke 

out when Stephen was killed traveled as far as Phoenicia, Cyprus and Antioch, 

spreading the word only among Jews. 20 Some of them, however, men from 

Cyprus and Cyrene, went to Antioch and began to speak to Greeks also, telling 

them the good news about the Lord Jesus. 21 The Lord’s hand was with them, 

and a great number of people believed and turned to the Lord. 22 News of this 

reached the church in Jerusalem, and they sent Barnabas to Antioch. 23 When 

he arrived and saw what the grace of God had done, he was glad and 

encouraged them all to remain true to the Lord with all their hearts. 24 He was 

a good man, full of the Holy Spirit and faith, and a great number of people 

were brought to the Lord. 25 Then Barnabas went to Tarsus to look for Saul, 

26 and when he found him, he brought him to Antioch. So for a whole year 

Barnabas and Saul met with the church and taught great numbers of people. 

The disciples were called Christians first at Antioch. 

 
*****  *****  *****  *****  ***** 

 

使徒行傳 11：19-26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的門徒、直走到腓

尼基、和居比路、並安提阿．他們不向別人講道、只向猶太人講。 20 

但內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們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傳講主

耶穌。〔有古卷作也向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傳講主耶穌〕 21 主與他們

同在、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 22 這風聲傳到耶路撒冷教會人的耳

中、他們就打發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為止． 23 他到了那裏、看見 

神所賜的恩就歡喜、勸勉眾人、立定心志、恆久靠主。24 這巴拿巴原是

個好人、被聖靈充滿、大有信心．於是有許多人歸服了主。25 他又往大

http://www.ebcccm.org/


數去找掃羅、 26 找着了、就帶他到安提阿去。他們足有一年的工夫、

和教會一同聚集、教訓了許多人．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 

 

 

6/28/2021-7/4/2021 禱告事項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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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 週二為英文會衆尋牧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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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7/1 週三週四為肢體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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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經歷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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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週五為傳福音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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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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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的恩典！求主祝福屬神的子民，賜渴

慕的心，存敬畏感恩來到祢的殿中，朝見祢的榮面。在基督裏享受弟兄

和睦同居的善與美；求主加增我們的信心，保守重啓的各項工作順利。 

7/4 主日為中英聯合崇拜聚會禱告: 主日的清晨，屬神的子民以喜樂、敬

畏、感恩的心來到施恩寶座前，同心尊崇聖父、聖子、聖靈三一真神。

願各年齡層合一的敬拜中，舉起我們的心來頌讚榮耀的主！求主潔淨赦

免我們的罪孽過犯，得以手潔心清來朝見祢的面，分享見證主的工作、

主的榮耀，求主祝福講臺，恩膏做出口的羅天祐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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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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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