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程序 Worship Program 

                                                                        2/5/2023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金大勇弟兄 

經文 Scripture              詩篇 145 篇                                                           會衆         

詩歌 Singspiration        從亙古到永遠                                    

經文 Scripture              以弗所書 6:10-19                                                     

詩歌 Singspiration        愛的真諦        

詩歌 Singspiration        自耶穌住在我心    
 

信息 Message               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李紹唐弟兄 

 

報告 Announcement                                                                       

擘餅 Communion          主活                                                                     會衆 

結束詩歌 Concluded     因祂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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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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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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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徒訓練班（聖徒裝備）;  福音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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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31/22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31,192 支 Expenses: $15,787 

12 月奉獻 Dec. 2022 General Offering: $56,334 

1 月奉獻 Jan.2023 General Offering: $31,192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營基金 Gospel Camp Fund:  $12,464               $8,000                $0 

宣教 Mission Fund:                      $2,600                 $22,600              $0 

 
 本月執勤同工: 王鉄橋弟兄                               下月執勤同工:陳予邃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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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主日講員是錢大剛弟兄，2/19 主日講員是羅天祐牧師， 

請大家为主日的講臺信息和講員們禱告。 

2. *天恩團契：2/11 周六上午 10 點有天恩團契網上聚會，歡迎年長的弟 

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Zoom 會議室：570-059-5348  密碼：777。 

3. * 執事會：今天 2/5 下午教會有執事會，如果您有什麽建議，弟兄姊妹 

可以把您的建議投入“意見箱“。 

4. *青少年詩班：今天下午青少年詩班 12：15 照常在三樓練習。 

5. * 復活節詩歌敬拜傳福音：今年 4/9 復活節中英聯合主日，英文堂敬拜

組，天城詩班，Starlight 兒童詩班，青少年詩班和敬拜小組將帶領詩歌敬

拜，Ryan 牧師傳講福音信息，請大家廣泛邀請親朋、慕道友們來參加這

特別的聚會。 

6. *家庭照片佈告欄更新: 下幾個主日 2/12，2/19，2/26 午餐後 12:30 將有

攝影同工在台階前為弟兄姊妹拍攝全家福照片。每周為 20 個家庭拍攝，

採用先登記先拍照的順序。歡迎大家午餐後來向葉湘/孫昶弟兄登記。 

7. 2023 讀經計劃：“聖經日日行”中文部和英文部將使用同樣的版本，

以便在家裏父母孩子可以一起讀經、探討。中文版可在大門口的通知欄 

掃二維碼下載。程序單的後面，Ryan 牧師列出了每一日的主題内容，供

大家參考。 

8. 教會午餐：请大家聚會后尽快到餐厅领取饭食, 以便同工們更好的安排

與服事。 

9. 核酸檢測: 最近疫情嚴峻, 建議弟兄姊妹或朋友們、從境外到美國者，作

核酸測試，確認陰性後再來聚會。 
 

 

 信息經文： 林前 10:12-13 

 

 哥林多前書 10 章 

 12 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 

 13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 

 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 

 能忍受得住。 

 

 

http://www.ebcccm.org/


 

 

 

 

EM weekly Bulletin 
(Feb.5, 2023) 

 

Speaker: Ryan Woolard 

The Topic: Building our life on His Love 

Scripture Passage: Jeremiah 31:3 The LORD appeared to us in the past, 

saying: “I have loved you with an everlasting love; I have drawn you with 

unfailing kindness".  
 

Announcement 
 

[1] Xploration meetings have resumed in-person. They are scheduled for twice 

a month on Saturdays (next meeting is 2/18). All youth group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join. Please contact Sharon Chen or Gloria Wu for more details. 

 

[2] The next baptism at EBCC is scheduled for April 30. Please contact Pastor 

Ryan or Michael Shum for more information. 

 

 
 禱告事項 
 

- 為教會禱告: 耶和華建造 —— 悔改、救贖、復興； 

 诗篇 127:1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 

-  為中文部聘牧繼續禱告 

-  為教會牧者和全體執事守望禱告 

-  為兒童、青少年兒童事工禱告： 

   1. 為二月兒童主日學老師：杜嶸，美蘭/Suzi，馬易怡，Gloria/艷麗， 

      曹昕/穎潔禱告 

   2. 為青少年 2/4/2023 周六已經團契恢復實體聚會感恩，求神繼續帶領;    

   3. 為家長們有屬靈團契和屬靈生命的課程禱告； 

- 為肢體禱告：為新來的朋友禱告；為身體軟弱和心靈軟弱的禱告； 

- 為 4/9/2023 復活節敬拜傳福音聚會禱告 

- 為主日敬拜聚會禱告

 

聖經日日行 每日主題：中文鏈接 https://bibleinoneyear.org/zh/classic/1/ 

周一 2/6 隱秘之事與顯明之事； 周二 2/7 要麽使用它，要麽失去它； 

周三 2/8 面對充滿敵意的世界； 周四 2/9 五個借口； 

周五 2/10 反轉生命的話語；  周六 2/11 重獲自由； 

周日 2/12 他拯救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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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ibleinoneyear.org/zh/classic/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