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4/18/2021 (10:30am) 

宣召                                                                     Michael Shum/EM Group    

詩歌                 謙卑君王                                                        會眾 

獻詩              愛救了我                                                  青少年詩班 

信息                成爲僕人                                            Carl Fitzgerald 弟兄                                 

報告事項                                                                                 羅天祐牧師 

擘餅                                                                          羅天祐牧師 

結束詩歌             

                  報告及代禱事項 
 

*1. 教會重啓：實地在 EBCC 現場聚會及同時在線上直播已於 4/4 及 4/11

試行。感謝主一切運作順利及正常。因此本教會將會進一步在 4/18 主

日，試行局部開放，讓小部份弟兄姊妹能夠在 EBCC 現場聚會及同時在

線上直播。為策安全，首先只限額開放給 15 個家庭，其成員最低年齡必

須要在 18 歲以上 (暫時不接受孩童) ，期間二/三樓將不開放使用，在進

入會堂前，將會在門口作測量體温，體温必須在 98.5F 以下才可以進入

請弟兄姊妹包容及全面配合，以便教會執行所需的安全措施：願意參加

實地聚會的家庭，並合乎及遵守所須 的要求，請每週到本教會網站先作

登記，先到先得，若臨時不能出席者請盡早與 Angela 姊妹聯絡。 

*2. 主日講員: 4/25 講員是羅天祐牧師，5/2 講員是錢大剛弟兄，請為主日

講員和信息禱告，也為我們領受信息的心禱告。 

3. VBS：教會 2021-VBS 將在 7/26-7/30 举行, 為考慮疫情安全，營會在網

上進行，目前開始招募同工， 願意參與服事的弟兄姊妹請電郵給 Tina & 

Lily: ebccnjkid@gmail.com  請為營會禱告。 

4. Ken 牧師離職: KEN 牧師為配合新工作的需要，將會提前離職，並得到

理事會的同意。 五月九日將會是 KEN 牧師在職最後的一天 ，若有任何

需要交接的，請盡早與他或羅牧師洽商。感謝他多年來的擺上，願主祝

福他一家和他的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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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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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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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4/11/2021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50,613 支 Expenses: $60,215   

4 月奉獻 Apr. 2021 General Offering: $9,495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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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Mission Fund:                    $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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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ble King 

Choir                          Love Lifted Me                  JC Choir        

Sermon                       Make me a servant                       Carl Fitzgerald 

Announcement                                     Pastor Lo 
Communion                                                                              Pastor Lo 

Conclusion                  

Bible verses: 2 Peter 1:1 Simon Peter, a servant and apostle of Jesus Christ, To 

those who through the righteousness of our Go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have 

received a faith as precious as ours: 2 Grace and peace be yours in abundance 

through the knowledge of God and of Jesus our Lord. 3 His divine power has 

given us everything we need for a godly life through our knowledge of him who 

called us by his own glory and goodness. 4 Through these he has given us his very 

great and precious promises, so that through them you may participate in the 
divine nature, having escaped the corruption in the world caused by evil desires. 5 

For this very reason, make every effort to add to your faith goodness; and to 

goodness, knowledge; 6 and to knowledge, self-control; and to self-control, 

perseverance; and to perseverance, godliness; 7 and to godliness, mutual affection; 

and to mutual affection, love. 8 For if you possess these qualities in increasing 

measure, they will keep you from being ineffective and unproductive in your 

knowledg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9 But whoever does not have them is 

nearsighted and blind, forgetting that they have been cleansed from their past sins. 

10 Therefore,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make every effort to confirm your calling 

and election. For if you do these things, you will never stumble, 11 and you will 

receive a rich welcome into the eternal kingdom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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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經文：彼得后書 1：1-11 作耶穌基督僕人和使徒的西門•彼得寫信給那

因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之義、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願恩

惠、平安，因你們認識 神和我們主耶穌，多多地加給你們。神的神能已將

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

們的主。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

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 神的性情有分。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識，又要加上

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

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你們若充充足

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

http://www.ebcccm.org/


了。人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只看見近處的，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

潔淨。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

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地得以進入我們主─

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4/19/2021-4/25/2021 禱告事項 

 
4/12 週一為教會禱告: 願耶穌基督新的工作，成就在基督的新婦——天城

教會，在地上拓展神永恒的國度，是合神心意，有美好見證和信仰傳承

的教會。求主幫助屬神的兒女存敬畏的心，同心尊主為大，滿有聖靈，

活出基督的生命。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凡事藉著禱告，經歷聖靈的更

新；為主得靈魂，滿足主的心。求主真理的話語，帶著聖靈的大能，親

自牧養群羊，使屬神的兒女靈裏得滋潤、得飽足，漸漸長大，體貼父神

的心意，全然委身，跟隨基督，成爲門徒。 

4/13 週二為英文們訓班禱告：教會 5/2 將要開始英文門徒訓練班，求神

特別祝福帶領的老師 Sharon、Michael、Lily、David，賜他們教導的智

慧，把真理講解得清楚。為 Virginia、Julia B、Tiffany Chen、Tiffany 

Deng、Cathy 、Amanda 、Julia Y. 、Chloe 、Liz 禱告，求神賜他們渴慕的

心來領受真道，生命長進，向上結果子。 

4/14,15 週三週四為肢體禱告: 1）願所有身體軟弱、心里孤獨焦慮、靈裏

下沉的肢體，都來單純地仰望、依靠施恩並醫治的主。在難處中，真實

地享受神的慈愛和同在，得著醫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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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經歷神的信實和供應，引導我們仰望神的預備。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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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

經真理和聖靈的引領下深根建造，在基督裏，肢體間有真誠的敞開分享

並且活出愛，見證聖靈的工作，在主裏被一同建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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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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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主日為聚會和信息禱告: 主日的清晨，蒙恩的百姓，存著歡喜感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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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膏抹羅天祐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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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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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