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Worship Program 

                                                     12/29/19 (10:30am) 

宣召 Call to Worship                                          鄭勇弟兄                                                                                                                                                    

經文 Scripture              希伯來書 1:1-4 

詩歌 Singspiration        耶穌, 超乎萬名之名 

經文 Scripture              啓示錄 1: 1-6                

詩歌 Singspiration        敬拜主 

            以馬内利                               

禱告 Prayer     

獻詩 Choir                   更深經歷祢                                                  姊妹團契                                               

詩歌 Singspiration        合神心意   

信息 Message               事奉的表現                                    林三綱弟兄 

報告 Announcement   

擘餅,團契 Communion&Fellowship  (慕道班, Truth-seeker class)                                                                                  

愛筵 Love Feast  (歡迎在愛心中一起享用)    

禮拜日    9:30am          成人主日學     (教堂)                                836–1771 

禮拜日   1:00-2:30pm   詩班                 (Cindy Lam)                      921 - 9323 

禮拜二   8:00-10:00pm 禱告會             (教堂)                                836 - 1771                

禮拜三   10:15am         姐妺成長班     (李屏貞)                            230 - 4966  

禮拜五   8:00-10:00pm 查經,分享        (教堂和各分區查經)         836 - 1771 
             

  週五 (1/3/19 8:00pm)  週五晚查經希伯來書、馬可福音、創世紀、羅馬書   

下主日 (1/5/19 9:30am) 新約約翰福音、舊約以斯帖記、門訓班;  
                                    （主日学时间教会提供儿童照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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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2/31/19 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289,818  支 Expenses: $314,167   

12 月奉獻 Dec.2019 General Offering: $29,878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12,044              $10,000              $9,200     

宣教 Mission Fund:                    $26,100               $25,200             $14,000  

Christmas Challenge (Syria) 收入 Received: $8,110 

 
本月執勤同工:張子務弟兄                              本主日招待:  亞軍 黃智 永紅   

下月執勤同工:姜學軍弟兄                           下主日招待: 辛學軍 學軍 劉嶸 

      
請介紹親友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ebcccm.org 聆聽信息 

報告及信息大綱 

 
以弗所書 3:21 但願祂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 

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2019 天城教會主題：恢復教會的榮耀) 
 

1. 年終禱告會：今年的年終禱告會是在 12/31 週二晚上 8:00 開始，盼望 

弟兄姐妹一同來到神的面前獻上感恩，為新的一年祈禱。 

2. EBCC 會員名單：2019 年天城教會的會員名單，已經張貼在布告欄。 

3. 2020 上半年第一季度主日學：教會每主日都有成人主日學，時間是上午

9:30 開始，期間教会提供儿童照顾，歡迎大家來選班參加。主日學 

時間，教會同時有福音班和門徒班。基督徒組有兩個班:1) 新約班: 約翰

福音, 由錢大剛弟兄負責;  2) 舊約班：以斯帖記，由陳瑾姊妹負責。 

4. 執事交接名單: 2019/12/31 卸任執事: 岑楷宜,鄒玉山, 蘇岳禮, 岑蔭培。 

2020/01/01 執事團隊: 姜學軍，葉湘，林俊慧，張子務，李屏貞， 

                                          錢大剛，陳予邃，温立賢，吳慕嵐， 

5. 天城乒乓球聯誼賽：中文组，英文组与青年学生組团体赛定于 12/29 今

天下午 1:30 在三樓舉行。  

6. 2020 年退修會預先註冊: 2020 天城退修會 (5/22-25) 在賓州藍山營地舉行,

為確實了解參加人數，請您儘快把填好的表格和費用交給舒佳姊妹。這

次房間分配原則將以報名先後次序為參考依據，報名表在門口布告欄。 

          
   

  壹 顯出神崇高的品格（腓二15, 16；提前六11,12；提後一9, 10） 

       

         貳 保羅生活的重點（提後三10:） 

    (壹)教訓 what I believe   (Living Bible)         

                信仰的內容: 神純正的福音, 包括耶穌的救贖, 成義, 成聖, 

                得榮等等。 

            (貳)品行  the way I live (Living Bible) 

                包括公義, 愛心,聖潔, 慈悲, 恩待等行為。 

            (參) 志向 what I want (Living Bible) 

                只盼當時獲得神能力的扶持, 使別人信主且蒙恩長進,  

                事後獲得神的獎賞,卻絕不盼望獲得財物的回報,或人的稱讚。 

 

         參 引領人得以完全的到神面前（西一28） 

 

         肆 跟隨主走十字架的道路－甘願喪失自己的生命， 

             卻讓神的生命得以繁增（約十二:24～26） 

http://www.ebcccm.org/


  12/30/19-1/5/19 主日信息及禱告事項 
 

 
12/30,31 週一, 二為教會禱告: 感謝主！2019 年的帶領和祝福。為過去的一 

  切感恩，為即將來到的 2020 年，求神繼續祝福帶領天城教會，活在神的 

  心意裏，行在光中。願神的話語真實地顯在每一位屬神兒女的生命、生 

  活中。新的一年，求主挑旺我們的心愛主更深，願意擺上自己在祢手中， 

  靠著恩典來走事奉的道路。弗 3:21“但願祂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 

  得着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求主給牧者和長執同工 

  們智慧、能力和體力，在一主、一信、一洗、一神、一個基督的身體的 

  異象之中，建立合一、承先啟後的事奉團隊。願主保守執事同工們和中、 

  英文牧者同心在一個異象中事奉主，生命成長、成熟，建立一個中英堂 

  的聯合事奉團隊，培養出接續的同工。建立大使命的教會。 

1/1 週三為新年的主日學禱告: 求神興起福音班的同工們，精益求精、帶下 

  更深的屬靈事奉果效。為主日學的各班同工們代禱，求主把屬靈的話語 

  賞賜給他們，並且為了擴增他們在屬靈視野、洞察力上的需要，願主親 

  自雕塑他們的屬靈生命。懇求主賜給弟兄姊妹一份屬靈的好胃口，預備 

  全教會一起進入 2020 年教會的主題：生命與事奉。 

1/2 週四為肢體禱告: 1) 為職場的弟兄姊妹禱告:求神使他們分別為聖,  在職 

  場裏是聖潔的器皿，把神的國帶到地上，成爲主榮耀的見證。2）願主恩 

  待並興起所有年輕的父母，按著聖經教導，生養敬虔的後代。3）為年長 

  的弟兄姊妹禱告：求神在這生命收穫的季節, 使他們活出基督的豐盛，不 

  但祝福了家人也成爲周圍人們和腳掌所踏之地的見證和祝福。 

1/3 為週五晚 4-6 年級的查經禱告: 教會一月份會開始有一個新的嘗試：我 

  們找到一對夫婦，願意在週五的晚上來帶領四到六年級的孩子們，一起 

  敬拜、學習神的話語，並且建立團契。求主祝福這樣的聚集，使更多有 

  適齡孩子們的家庭來參加團契；求聖靈賜孩子們渴慕的心，願意並享受 

  團契生活。為教會有四到六年級孩子的父母禱告, 慢慢習慣把週五晚上 

  時間分別為聖歸給神。為這對帶領的夫婦和這個新的嘗試的事工代禱。 

1/4 週六為兒童主日學禱告: 今年開始周毅敏(Tina)姊妹接下兒童主日學校 

  長的崗位，求神賜下加倍的恩典和力量，幫助她帶領兒童主日學，使這 

  個事工合神心意。求主繼續祝福我們兒童主日學的同工團隊，力上加力， 

  恩上加恩的靠著主，滿有智慧、恩典和能力的服事。因著教會目前男孩 

  子越來越多，求神感動弟兄們願意站出來，加入兒童主日學的服事團隊。 

1/5 主日為聚會和信息禱告: 求神潔淨所有來到祂面前的人, 願我們存著感 

  恩的心，來朝見祂的榮面！願榮耀、稱頌、尊貴、權柄都歸救我們脫離 

  罪和死亡的主。求神潔淨並膏抹祂的僕人羅天祐牧師，願講臺的信息激 

  勵我們，謙卑領受並思想信息；願講的和聼的，同感一靈，同蒙造就。

 
 教會週五晚上 8:00有查經聚會，同時二樓有兒童聚會，三樓 EM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