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7/18/21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鄭勇弟兄                                                                                                                                                    

經文 Scripture                 詩篇 150 篇                                                    會眾 

詩歌 Singspiration           讚美我主，全能主神                              

經文 Scripture                 詩篇 8 篇                       

詩歌 Singspiration           冠祂，萬王之王 

禱告 Pray         

詩歌 Singspiration           我寧願有耶穌       

                                         

信息 Message                 在末世傳揚不能被捆綁福音的教會      于慕潔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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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7/16/2021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109,110 支 Expenses: $122,063  

7 月奉獻 July. 2021 General Offering: $13,930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6,344                 $8,000                 $0 

宣教 Mission Fund:                    $16,700                 $22,600               $9,800  

 
 本月執勤同工: 葉湘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 錢大剛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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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主日學全部恢復在教會課室現場上課。兒童事工委員會決議從本

週日 7/18/2021 開始，Starlight (兒童詩歌敬拜)10:30-11:00 及所有兒童主日

學班 11:00-12:00 全部恢復在教會課室現場上課。因老師難以在課堂上同

時兼顧網上廣播，所以將停止提供網上課程，請大家包容並為此復課祷

告。安全措施的要求及中午點心供應與大堂聚會的安排一致。 

2. 教會重啓：在 NJ/NY 州及纽约市地区因 COVID-19 疫情而設的强制性限

制已经全部取消。6/1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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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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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主日講員: 7/25 和 8/1 兩個主日的講員都是羅天祐牧師，請為主日講員

和信息禱告; 也為我們領受信息的心禱告。 

4. *VBS 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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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還剩最後一周時間，今天是網上報名最後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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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經文:  提後 1:7-11、2:8-10、3:1、17、4:1-3 

    提後 1:7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8 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也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為恥．總要 

按神的能力、與我為福音同受苦難．9 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我們、不是 

按我們的行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這恩典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 

穌裏賜給我們的．10 但如今藉着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纔表明出來 

了。他已經把死廢去、藉着福音、將不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 11 我為這 

福音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師傅。 2:8 你要記念耶穌基督乃是大衛 

的後裔．他從死裏復活、正合乎我所傳的福音。 9 我為這福音受苦難、 

甚至被捆綁、像犯人一樣．然而神的道、卻不被捆綁。 10 所以我為選民 

凡事忍耐、叫他們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穌裏的救恩、和永遠的榮耀。 

3:1 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  17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4:1 我在神面前、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 

面前、憑着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囑咐你．2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 

http://www.ebcccm.org/


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3  

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 

添好些師傅． 

      一、將不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  二、然而神的道卻不能被捆綁 

三、在危險世代中不住的行善  四、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傳道 

 

7/19-7/25/2021 禱告事項 

 
7/19 週一為教會禱告: 願天城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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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認定祂，讓主指引我們的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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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基督，成爲主的門徒。  

7/20 週二為英文會眾尋牧禱告: 求神賜下安靜禱告的靈，把這件事帶到父神的 

面前，尋求、等候，看神為我們預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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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 週三為 VBS 禱告：7/26-7/30 下周教會將舉辦網上兒童聖經學校，求主的靈

恩膏所有參與這次服事的同工，以 禱告開路，靠神的靈成就大事，準備各項

的課程；求主祝福每一位參加的小朋 友，歡喜快樂地參加營會，存著單純的

心來到主面前領受最美的祝福；求主幫 助，使網路的聚會同樣抓住孩子們的

心，不受攪擾、滿有恩典，吸引人心歸向 主。求主藉孩子們的課程，使恩典

臨到家長們，能一起聼到福音的大好信息。  

7/22 週四為肢體禱告: 為所有身心軟弱的肢體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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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在軟弱中，藉著肢體間的彼此代

祷、關 愛和扶持，一起經歷並見證神的恩典和真實，使施與受的一同蒙福，

把榮耀歸 給時刻看顧我們的全能真神。  

7/23 週五為傳福音禱告：願神加添我們愛靈魂, 傳福音的心志, 藉著重啓, 把流 

離的人們聚集到恩主前。為社區、和留學生政策禱告：求主繼續開福音 之

門，使新移民或新遷入的家庭、留學生們有機會聽到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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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 週六為教會重啓禱告：感謝主！天城教會的弟兄姊妹，主日清晨可以面對 

面地在祢腳前聚集，同心合意讚美敬拜我主我神！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願主的 

靈大大運行，賜我們更深的渴慕，凴著信，來朝見祢的榮面。求神祝福、保守 

重啓的各項工作順利，預備我們的心來遇見祢。為大堂現場敬拜需要同工和各

个岗位所需的服事同工祷告，求主興 起更多肢體，歡喜樂意地擺上，獻年輕

的力量，喜樂地服事主。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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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讚美敬拜獨一真神！求主潔淨赦免我們的罪孽過犯， 

以清潔的心來朝見祢的榮面！求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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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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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