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程序 Worship Program 

                                                   5/22/2022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岑蔭培弟兄                                                                                                                                                      

經文 Scripture                 詩篇 32：1-11                                                    會衆         

詩歌 Singspiration           主 你真是配得                             

經文 Scripture                 羅馬書 2：1-11 

詩歌 Singspiration           奇異恩典 

禱告 Prayer 

詩歌 Singspiration           主的愛越久越深 

信息 Message                  末日情結                                               羅天祐牧師                                                                                                                                                                                                                                                                                                        

報告 Announcement   

擘餅 Communion            因著十架愛                   會衆 

                                       與主合一          

結束詩歌 Concluded       活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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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五晚(8:00pm)  網路小組查經 以弗所書, 羅馬書,約壹書, 提摩太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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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约士師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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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5/15/22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90,679 支 Expenses: $65,003  

5 月奉獻 Apr 2022 General Offering: $18,583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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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Mission Fund:                    $5,800                 $22,600               $0 

 
 本月執勤同工：王鐵橋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 林尤彬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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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 主日的講員是羅天祐牧師；6/5 主日是中英聯合聚會， 

講員是柏有成牧師。請大家为主日的講臺、講員和信息禱告。目前我们中

文部讲员，支持英文部讲台者有:罗牧师、钱大刚弟兄、柏有成牧師、Carl 

長老, 請為這些講員代禱。 

2. *執事會：今天下午一點有執事會，請大家為執事會主前代禱。 

3. 禱告會: 每週二晚 8:00，教會有禱告會, 請弟兄姐妹一同來加入同心禱 

告的服事。向神大大開口為教會守望，為所有的需要和肢體代禱。 

4. 暑期兒童聖經營 VBS 更新：教會 2022 VBS 主題：Zoomerang。時間在 

7/25-7/29 早上。目前教會網站有開放給參加的兒童和服事的同工報名。 

同工報名截止日期 5/31。 

*5/22 今天下午 VBS 有同工會，因著疫情，今天的實體同工會，改成 

Zoom 聚會，時間是下午 2:30-4:00，請報名的同工預留時間參加。也歡迎 

未報名預備服事的弟兄姊妹參加。Zoom ID：272 341 4177   密碼 030561 

**6/5 周日下午，有 VBS 現場報名和收費。已經報名的家庭可以繳費（每 

個孩子報名費$10）。在網上不方便報名的，可以直接和同工報名。 

5. 教會中文語言中心：5/22-7/31 對內開設十次中文課（7/3 停一次），免 

費向教會内六歲以上的孩子們開放，無需報名，願意學中文的都歡迎來

聽，上課時間是主日下午,  地點是教會二樓 #3 教室。 

6. *青少年詩班：今天下午沒有練詩。  

 

   信息經文：約翰福音 2：1-11 

約翰福音 2:1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 

里。2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3 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 

说，他们没有酒了。4 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 

没有到。5 他母亲对用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作什么。6 照犹 

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7 耶稣 

对用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8 耶稣又说，现 

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9 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 

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 

来。10 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 

把好酒留到如今。11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 

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信息大綱 

http://www.ebcccm.org/


1. 人的生命和生活雖然是美好的，但仍然有不少的無奈與無力，所以 

『遺憾』是不是和我們的一生脫離不了關係？ 

2. 當我們面對人生的無奈和無力的時候，神會不會願意向我們 

『出手相救』？ 

3. 神出手相救，到底要救的是什麼？ 

5/23/2022– 5/29/2022 禱告事項 

 
5/23 周一為教会禱告: 求神祝福天城教会，是歸耶和華為聖的教會，在這地傳

揚福音，為主發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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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牧者長

執們禱告：願他們存敬畏、仰望和等候的心，安靜主前，不受攪擾，享受幔内

的交通，得著能力和智慧, 能夠忠心、殷勤、有屬靈分辨的見識和異象，來侍

奉主，服侍人。愿眾聖徒，在聖靈裏齊心禱告，做合神心意的聖潔器皿，在各

樣的環境和場合尊崇主，以新生命的樣式，來見證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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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周二為中文部、英文部聘牧禱告：求神為教會中文和英文會衆，差派合神

心意，並且能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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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賜有為父心腸和成熟生命的牧

者來天城教會牧養會衆 。 

5/25 周三為新來到教會的家庭禱告：愿天城教會成爲他們屬靈的家，全家渴慕

參加聚會和我們一起在教會裏成長，漸漸認識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愿孩子們

從小在神的話語裏成長，一生蒙主帶領，行在蒙福的恩典之路上。 

5/26 周四為肢體禱告：感謝神！教會裏最近被感染新冠家庭的大人和孩子們都

在漸漸恢復健康，感謝神的保守和醫治，願他們轉成陰性后，可以回到教會

中。為我們中間得癌症的弟兄姊妹們禱告：求神為他們的治療開路，藉著手術

或其它的治療方法，除去不健康的細胞，使身體得康復；願神的話語成爲他們

最真實的保障，住在至高者的隱秘處，神是我們的避難所，以至於在軟弱的日

子，心裏不懼怕、不憂慮，全然交托，知道看顧我們的主與我們同在，所以心

裏仍然可以享平安。願他們在治療的時候，更多禱告，從神得力量，且心裏有

盼望。愿神大能的醫治臨到，使有疾病的得醫治，軟弱的得剛强，焦慮的得平

安；靠主重新得力，生命更新。 

5/27,5/28 周五周六為 2022 年暑期聖經營 VBS 禱告：爲已報名參加的同工們，

以及青少年小幫手感恩。求神爲我們預備更多成人同工來參加這次營會的服

事。求主賜恩典、智慧、時間，願同工們帶著異象和禱告的心，來參與這樣的

服事。請弟兄姊妹爲著兒童福音和基督徒家庭孩子在主裏成長的學習禱告，願

主因著我們同心的禱告，在我們周圍的人群中作帶領和感動的工作，使那些沒

有聽過福音家庭的孩子們，有機會進入神的家中，認識生命的至寶耶穌基督。 

5/29 主日為敬拜聚會禱告: 諸天述説神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段！我的心啊

你要稱頌耶和華！因主奇妙的救恩臨到了我們，如今蒙恩的百姓聚集在神的殿

中，向賜我們新生命的主獻上感恩和敬拜！愿神赐福今天的聚会，恩膏做出口

的羅天祐牧師，聖靈亲自引导，释放属天的信息；使神的百姓灵里得飽足，生

命興盛。愿台上讲的和台下听的，在主里同感一靈，同蒙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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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