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1/26/20 (10:30am) 

宣召                                                                                                 英文組    

詩歌              謙卑君王                                                                    會眾    

             祢是我的王       

             有福的確据       

獻詩           傳給人                              廣愛團契/Jr. Choir 

信息          服事的榜樣（約 13:14-15）                      Ken Hwang牧師 

                      建立成熟的教會（弗 4:11-13）                         羅天祐牧師 

                                                                                     

禱告     

愛筵  (歡迎在愛心中一起享用) 

                  報告及代禱事項 
 

1. *天城教會會員大會：1/26今天下午 1點，召開教會會員大會，請大家

留步，午餐后在大堂出席大會，一同來關心神家裏的事。 

2. *主日講員：2/2講員是羅天祐牧師；2/9講員是葉湘弟兄；請為講員

和講台的信息，以及主日的聚會禱告。 

3. *春季受浸班：教會春季受浸班預計二月中旬開課，4/26受浸。約十

周的課程，請願意受洗歸主或願意更多認識主的慕道朋友們，儘快向金

鳳琴姐妹或葉湘弟兄報名。 

4.*武漢肺炎病疫: (類似 2003年的非典急性肺炎 SARS), 肆虐中国大陸多

個地區，美国病毒控制中心(CDC) 已証實此病毒可從人傳染，SEATTLE

已發現了一宗此病毒是從中国帶入美国的。請弟兄姊妹務必小心，特別

是長者，家居保持清潔空氣流通，人多聚集的地方，帶上医醫療口罩，

以防患未然，若覺不適，如咳嗽，頭痛等，請留在家中觀察，以策安

全。若剛從国內回美者，建議暫留家中 ”自我檢疫”待病毒潛伏期 (約 10

日+)過後，若無症狀再与大家一起崇拜，願主保守看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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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班：以斯帖

記，由陳瑾姊妹負責。2) 新約班: 約翰福音, 由錢大剛弟兄負責(早晨 9:30

和中午 12:30開兩班)。 請弟兄姊妹們選班參加主日學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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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9/20奉獻 General Offering: 收 Received $18,868支 Expenses: 

$2,093   

1月奉獻 Jan.2020 General Offering: $18,868 

                                              收到/Received       目標/Target      已發

/Sent:  

福音基金 Gospel Fund:              $4,844                  $8,000               $0     

宣教 Mission Fund:                    $1,05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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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 Group       

Singspiration       Humble King  

                               You Are My King 

                               Blessed Assurance         

Choir                      Pass It On                                  CM Group/Jr Choir 

 

Message         Radical Service (John 13:14-15)             Pastor Ken 

                              Building up a mature Church (Ephesians 4:11-13)      

                                                                                                 Pastor Lo                        

 

Prayer                                                                     

Love Feast  

Bible Verse:  

 

John 13:14-15 

14 Now that I, your Lord and Teacher, have washed your feet, you also 

should wash one another’s feet. 15 I have set you an example that you 

should do as I have done for you. 

 

Ephesians 4:11-13 

11 So Christ himself gave the apostles, the prophets, the evangelists, the 

pastors and teachers, 12 to equip his people for works of service, so that 

the body of Christ may be built up 13 until we all reach unity in the 

http://www.ebcccm.org/


faith and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Son of God and become mature, 

attaining to the whole measure of the fullness of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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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經文(中文)：  

 

約翰福音 13：14-15     

14 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  

15 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着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 

 

以弗所書 4：11-13 

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 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

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1/27/20-2/2/20 禱告事項 

 

1/27週一為教會禱告: 今年教會主題是『生命與事奉』，求主繼續藉著團 

契事工，使福音廣傳；願更多弟兄姊妹得到服事的機會、明白神的話語,

多聖徒的肢體相連、彼此關懷；求主更新我們的靈命，保守我們的事奉

合祢心意。願教會的團契事工擴大到中文堂、英文堂、青少年、兒童、

年輕家庭、天恩團契、校園、單身、職場。求主給牧者、長執、同工們,

同心在一個異象中事奉主，建立合一、承先啟後的事奉團隊。 

1/28週二為國内疫情和肢體禱告: 1）為武漢的疫情禱告：求主按祢豐盛

的慈悲和憐憫，憑祢拯救的信實和公義，親自抑制疫情的蔓延；醫治受

傷害人的靈魂体，讓更多人心軟化，認罪悔改歸向祢。願祢榮耀的國度

早日降臨。2）為陈予邃/丁颖洁夫婦懷孕最後階段禱告, 求神保守生産的

平安順利。3）請為最近流感生病的弟兄姊妹們代禱，求主保守一切順利

平安。4）請為在尋找工作或轉換工作的弟兄姊妹禱告，求神賜予他們恩 

惠能盡快覓得一職，一個穩定適切的工作，好能照顧他們的家庭。 

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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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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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主題：生命與事奉。 

1/30週四為教會將有事奉訓練課程禱告：感謝主，給我們服事的機會，

在基督裏經歷生命成熟的操練。願每一位參加招待的、領會的或探訪的

同工都是裝備好的基督精兵。請為事奉訓練課程的預備代禱。也求主使

得教會，有更多的弟兄姊妹，願意來服事神和神的家。 

1/31為週五晚 4-6年級的查經禱告: 感謝主，1/17開始教會為孩童們成立

了隔週的週五團契聚會，目前參加孩子的年齡跨越從二年級到八年級，

分成兩班進行，孩子們開始翻閱聖經。請為這個新團契和帶領人 Corey 

/Jenny Williams這一對夫婦和搭配的父母，以及孩子們禱告：願更多的

孩子和父母親能夠來一起敬拜、學習神的話語，建立團契，把週五晚上

的時間分別為聖歸給神，並看見那最美好的祝福就要臨到我們的下一

代。 

2/1週六為年長團契禱告：求神興起有負擔的弟兄姊妹，以關懷小組或自

組成小組的方式，定期的關懷、探望年長伯父母們，与他們一起禱告，

關心及舒解他們心事。求神興起這樣美好的關懷事工，祝福願意擺上的

生命，使服事人的和被服事的，一同被調整，成為神國之利、神家之器.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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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膏抹祂的僕人羅天祐牧師，願講臺的信息激勵我

們的心；求神賜渴慕的心，開啓我們的耳朵，明白真道，同心合一，同

蒙造就。我們一同仰望，把感謝讚美歸于帶領我們走天路的三一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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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