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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員

主席 及
領詩
司

琴

投 影

本主日
杜衍忠
牧師

下主日
杜衍忠
牧師

柯婷恩

黃劉頌怡

韋黃嘉雯

劉宇亮

黃淑貞

李駿傑

 教會聚
粵語崇拜
國語崇拜
英語崇拜
英語查經班/祈禱會
兒童崇拜
及主日學
粵語主日學
國語主日學
國語團契
英語團契(中學)
英語團契(大專生)
UA 查經班(國語)
恩典團 (長者團契)
仁愛組(家庭)
延愛組 (年青家庭)
以諾組(家庭)
撒拉組(親子小組)
人生學堂(成人)
恩慈組(信仰成長)
和睦組(信仰成長)
智慧媽媽組
尼希米組(信仰成長）
加百列組
God Hunt 青少年組
順服組(在職青年)

教會祈禱會
北區家庭祈禱會

會時間 
主日上午十一時正
主日上午十一時正
主日上午十一時正
週一晚上七時
主日上午九時半另外
下午五時(以 Zoom 進行)
主日上午九時十五分
主日上午九時半
週五晚上
週五晚上七時
週五晚上七時半
週六晚上六時
每月第三週六上午
每月第二週六晚上七時半
每月最後之週六下午四時
第二週六晚上
每月第四週六晚上
因應疫情-暫停聚會
第一、三主日下午二時半
每月第三週六晚上
每月第二週五上午九時半
每月第二週二下午三時
每月第四週一晚上
與加百列組同一時間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四時
週三晚上七時正
週二晚上七時半

教會辦公室現祗提供預約服務
週三上午十時至十一時為同工祈禱會

愛城華人浸信會

奉 獻 統 計
2022 年累積奉獻：
$31,038.76

上週奉獻
$4,770.18
十一奉獻：
感
恩：
150.000
宣
教：
0.00
維
修：
0.00
U of A 查經班 :
0.00
$4,920.18
總
數：

Edmonton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1112-109 Ave Edmonton Alberta T5H 1E1
電話: 780-426-0891 電郵: office@ecbchurch.org
網頁: http://www.ecbchur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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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份收入
月份
收入
1月
$18,075.66
通風系統工
程特別奉獻

事奉同工:
教牧同工:

愛城華人浸信會全體會眾
杜衍忠牧師(粵語事工587-778-6899)

edward.to@ecbchurch.org

聶書全牧師(國語事工 780-231-9167)

shuquan.nie@ecbchurch.org

Pastor Hanna (兒童事工 780-720-7297)
李恆初弟兄(行政主任 780-710-7889)

hanna.ng@ecbchurch.org
office@ecbchurch.org

2022 年度教會主題

領人作主的門徒

2 月 20 日

$20,011.00

本週代禱事項
(一) 為教會禱告 :
隨著疫情放緩和天氣轉好，求
神感動更多弟兄姐妹主日回到
教會參與實體崇拜。願主的愛
充滿弟兄姊妹的心，讓我們能
懂得彼此相愛，也樂意彼此扶
持，同心合意，興旺福音。記
念英語部聘牧的進展、求主差
遣祂的僕人前來裝備牧養祂的
群羊，同心協力收祂的莊稼。
(二) 願主基督國度的平安臨在 :
世界各國正面對糧食和生產零
件可能因供應鏈問題而短缺，
天氣的激烈變化，病毒對世人
的侵蝕；求主賜下平安，保守
萬國萬民得著安穩和出路。
(三) 為執政掌權者禱告：
求主讓每一位執政掌權者都清
晰知道，活出誠信、憐憫與謙
卑；正如彌迦書 6:8 所記：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
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求神保守加拿大各地的示威遊
行能夠和平進行，和平結束。

每週禱文 : 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一 請讀出以下經文：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羅 5 : 5 )
二 讓我們同來思想經上的話：
這段經文談到聖靈其中一個工作，就是將神的愛厚厚澆灌在我們心裡。這
好比一棵植物，每天都被農夫以適量的水澆灌，水慢慢的滲到土壤裡，使植物
每天都得到滋潤。農夫不會一下子把大量的水倒向植物，然後不再灌溉，因他
知道這是植物每天賴以為生的需要。同樣，神的愛臨到我們，不單是一陣的激
情，或是一時強烈的感覺，而是一天比一天深厚。聖靈的工作就是把神的愛不
斷澆灌在我們的心中，這是恆久的愛，是有根有基的愛，叫神的愛能完完全全
滲透我們的生命，難怪有一首詩歌說：「主的愛越久越深。」日子越久，主的
愛在我們當中越深。
三 請讀出以下禱文：
親愛的天父，感謝祢差派祢的獨生兒子耶穌到世間來，作我們的救主，甘
願為我們這班卑微的人釘身十架，流血犧牲，又叫我們藉著基督可以稱為天父
蒙愛的兒女。神啊，祢對世人的愛真是何等長闊高深，遠超過我們理性所能測
度的、情感所能領會、意識所能想像。感謝主差派聖靈將神的愛厚厚澆灌在我
們心裡，叫我們可以經歷這恆久的愛，有根有基的愛，叫主的愛在我們的心裡
越久越深。主啊，願祢的愛叫受創傷的心重拾溫暖，也叫剛硬的心得以溶化。
願主的愛常常成為我們生命的激勵、事奉的動力。感謝主，奉主耶穌基督聖名
求，阿們。
<此文章轉載自以勒基金 「經上記著說」祈禱手冊>

愛城華人浸信會

家 事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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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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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後書 2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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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肅靜默禱
主 席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
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祈

禱

.....................................................................................................

1.

頌

讚

奉獻祈禱

這是天父世界
2. 不要憂慮
3. 福杯滿溢

主 席
會 眾

..................................................................................................
...

主 席

盡意領受主訓言

讀

經

………………

帖撒羅尼迦前書 4 : 1-12

證

道

…………

……………

主 席

2. 二零二一年教會奉獻收條巳於二月五日發出。巳登記「愛浸電子報稅
收條」的弟兄姊妹，請檢閱您的電郵，確保您巳收到由本教會發出的
電子報稅收條。未登記的弟兄姊妹，請於崇拜後或致電辦公室預約領
取您的報稅收條 (電話 780-426-0891)。居住愛城以外的弟兄姊妹，財
政部會以郵遞方式寄出您的報稅收條。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電郵愛浸
財政部 finance@ecbchurch.org，或致電馮浩弟兄 780-224-4535，作進一
步了解及查詢。

杜衍忠牧師

3. 為了幫助各位能夠更專注地敬拜，我們決定從三月第一個主日起，在
崇拜開始後，準時十一點正，將正堂大門關上。若大家在十一點之後
到達教會，請從位於圖書館的側門進入，多謝大家的合作。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

會 眾

4. 設施部於去年向政府申請的無障礙啟用基金 Enable Accessibility Fund
(EAF)已被婉拒，請在禱告中記念設施部的應變方案。

撒羅尼迦前書 4 : 7 …………………

會 眾

教會怎樣行可以討神的喜悅 …………
盡力遵行主的話

回應詩

……………………

讀金句

…………………

神召我們，本不是要我們沾染污穢，
乃是要我們成為聖潔。
關懷神家

1. 教會理事會將密切更新有關亞省政府放寬疫情限制後教會重開之相應
措施，教牧同工現階段大部份時間仍在家工作，各位可透過電話、電
郵或短訊與教牧同工聯繫；教會現繼續進行實體崇拜，同時亦會設有
網上崇拜直播。若各位或同住的家庭成員有身體不適，請留在家中參
加網上崇拜。如果有需要在教會舉辦任何聚會，請先知會理事會以待
批准，聚會期間亦須全面遵守亞省衛生廳指引，同時亦請配戴口罩和
保持 2 米社交距離。若亞省政府再進一步放寬疫情限制，教牧同工將
返回教會工作，到時弟兄姊妹亦可透過教會之網上預約系統，借用教
會地方作聚會，詳情將於下週再更新。兒童部亦恢復有限人數之實體
兒童崇拜和主日學，有關詳情請聯絡吳楊芳芳傳道。

..................... ................................................................................

讚美詩

………………………………

讚美一神………………………………

祝

福

............................................ ..... ...........................................

殿

樂

..................... ................................................................................

彼此問安   互相代禱

主 席
眾 立
杜衍忠牧師

會 眾

5. 每週的星期三將舉行愛浸 ESL 英語班，以 Zoom 視像形式進行，初級
班於上午 11 時開始 : 老師 黃以謝 Cedric Wong，中級班於下午 1 時開
始 : 老師黃陳玉衡 Heidi Wong，請向兒童部牧者 Hanna Ng (780. 720.
7297) 或馬仲良弟兄 Steven Ma (780. 803. 5055) 報名。
6. 加拿大中信中心將舉行一個宣教培育講座系列，在三個不同的星期六
舉行三堂講座，詳情如下：1/ 如何推動教會宣教（日期：3 月 5 日星
期六）、 2/ 分辨異端（日期：5 月 7 日星期六）、3/ 餐飲業的培訓
（日期：7 月 9 日星期六）所有講座將以粵語主講，ZOOM 網上視像形
式進行。三堂講座的時間都是在山地時間上午 10:30-中午 12:00。如想
查詢或報名，請與中信 Dorothy 聯絡（電話：604-877-8606 內線 242/
電郵：dho@ccmcanada.org)，或可透過海報上的二維碼作網上報名。

2022 年 2 月 20 日主日崇拜
進堂頌 -聖哉、聖哉、聖哉
1&2 節(世紀頌讚 #8)
聖哉, 聖哉, 聖哉! 全能大主宰!
清晨歡悅歌詠高聲頌主聖恩,
聖哉, 聖哉, 聖哉! 恩慈永無更
改, 榮耀與讚美, 歸三一真神.
聖哉, 聖哉, 聖哉! 群聖虔拜俯,
各以華麗金冠呈奉寶座之前,
千萬天軍, 天使, 虔敬崇拜上
主, 昔在而今在, 永在億萬年.
宣召 – 提摩太後書 2:21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
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
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
事。
頌讚 –這是天父世界（世紀頌
讚#39）
歷代志上 16:23-27
23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
唱，天天傳揚他的救恩！
24 在列邦中述說他的榮
耀，在萬民中述說他的奇
事。
25 因耶和華為大，當受極
大的讚美；他在萬神之上，
當受敬畏。
26 外邦的神都屬虛無，唯
獨耶和華創造諸天。
27 有尊榮和威嚴在他面
前，有能力和喜樂在他聖
所。

1. 這是天父世界，我常側耳
傾聽，受造萬物歌唱不停，
宇宙辰星和應；這是天父
世界，我心得享安寧，花
草樹木，藍天碧海，全是
天父造成。
2. 這是天父世界，小鳥張翅
飛鳴，旭日晨光，百花爭
放，同頌天父恩情，這是
天父世界，萬物顯祂光彩，
青草葱葱祂在其中，父神
無處不在。
3. 這是天父世界，讓我千萬
別忘，黑暗勢力雖然猖狂，
主仍是大君王，這是天父
世界，戰爭尚未完畢：基
督救贖世人蒙福，神國人
間合一。
不要憂慮（曲、詞：馬啟邦 編
曲：潘盈慧 ，Copyright © 2020
One Circle Limited）
天空飛鳥，不收不種，你天父
尚且養活牠，
野地青草，田園百合，露水般
短暫，祂都悉心裝飾，
難道你不比鳥兒珍貴，愁慮哪
可使你的歲月變多，
難道你一生，就是這樣憂慮，
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

你們要先祈求祂的國與祂的
義，你所需的都要加給你，
明日自有明日的憂慮風雨，一
天的難處一天當可夠了。
你們要先祈求祂的國與祂的
義，你所需的都要加給你，
明日自有明日的憂慮風雨，一
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天空飛鳥，不收不種，你天父
尚且養活牠，
野地青草，田園百合，露水般
短暫，祂都悉心裝飾，
難道你不比鳥兒珍貴，愁慮哪
可使你的歲月變多，
難道你一生，就是這樣憂慮，
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
你們要先祈求祂的國與祂的
義，你所需的都要加給你，
明日自有明日的憂慮風雨，一
天的難處一天當可夠了。
你們要先祈求祂的國與祂的
義，你所需的都要加給你，
明日自有明日的憂慮風雨，一
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你們要先祈求祂的國與祂的
義，你所需的都要加給你，
明日自有明日的憂慮風雨，一
天的難處一天當可夠了。
你們要先祈求祂的國與祂的
義，你所需的都要加給你，
明日自有明日的憂慮風雨，一
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明日自有明日的憂慮風雨，一
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福杯滿溢（頌恩旋律 - 與你扣
緊，作曲：周敏曦，填詞：周敏
曦）
每一天, 無論晴或雨,
主恩典抱著我, 衪永遠在我身
邊.
每一天, 不懼怕失去了方向,
因為神是我路上的光.
衪是我的盾牌, 衪是我的保障.
耶和華我的神, 衪救我脫離死
亡.
衪以仁愛慈悲為我冠冕,
衪用美物使我所願得以知足,
衪的愛叫我福杯滿溢.
每一天, 無論晴或雨,
主恩典抱著我, 衪永遠在我身
邊.
每一天, 不懼怕失去了方向,
因為神是我路上的光.
衪是我的盾牌, 衪是我的保障.
耶和華我的神, 衪救我脫離死
亡.
衪以仁愛慈悲為我冠冕,
衪用美物使我所願得以知足,
衪的愛叫我福杯滿溢.
衪的愛叫我福杯滿溢.

讀經 –帖撒羅尼迦前書 4:1-12
1 弟兄們，我還有話說：我們
靠著主耶穌求你們，勸你們，
你們既然受了我們的教訓，知
道該怎樣行可以討神的喜悅，
就要照你們現在所行的更加勉
勵。
2 你們原曉得，我們憑主耶穌
傳給你們甚麼命令。
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
潔，遠避淫行；
4 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
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
5 不放縱私慾的邪情，像那不
認識神的外邦人。
6 不要一個人在這事上越分，
欺負他的弟兄；因為這一類的
事，主必報應，正如我預先對
你們說過、又切切囑咐你們
的。
7 神召我們，本不是要我們沾
染污穢，乃是要我們成為聖
潔。
8 所以，那棄絕的，不是棄絕
人，乃是棄絕那賜聖靈給你們
的神。
9 論到弟兄們相愛，不用人寫
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自己蒙了
神的教訓，叫你們彼此相愛。
10 你們向馬其頓全地的眾弟兄
固然是這樣行，但我勸弟兄們
要更加勉勵。

11 又要立志作安靜人，辦自己

的事，親手做工，正如我們從
前所吩咐你們的，
12 叫你們可以向外人行事端
正，自己也就沒有甚麼缺乏
了。
回應詩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世紀頌讚#469）
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生活顯
露主宏恩, 同心合意同被靈
感, 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
見證, 我命更新, 歸屬恩主
再造恩,
共同分享和睦相處, 歡聚寶
座齊俯拜.
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 工作服
侍當代人, 肩負使命執行任
務, 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
振奮回應召喚, 奉獻身心供
主用.
共勉忠信謙卑互助, 迅即應
命奔天程.
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 傳講真
道與福音, 信仰堅定正義發
揚, 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
祈求勇氣倍增, 目標崇高奉
主名,
天父宏旨奇妙智慧, 唯主是
聽福無窮.

金句 – 帖撒羅尼迦前書 4:7
神召我們，本不是要我們沾染
污穢，乃是要我們成為聖潔。
讚美一神 頌主新歌頁面
讚美一神，萬福之源，
天下生靈都當頌言；
天上萬軍也讚主名，
同心讚美父子聖靈。
阿們。
親愛的救主（世紀頌讚#560）
親愛的恩主，我要敬拜尊崇
祢，我願每天殷勤事奉祢。
主的愛叫我們合為一，是主的
愛差遣我們去，為祂作子民，
作祂子民。阿們，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