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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主席 及
領詩
司

琴

投 影

本主日
陳潔玲
傳道

下主日
杜衍忠
牧師

黃劉頌怡

復活節
聯合崇拜

劉宇亮
韋黃嘉雯

<上午十時正>

教會祈禱會
星期二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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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累積奉獻：
$65,628.02

上週奉獻
$6,842.92
十一奉獻：
380.000
感
恩：
維
修：
0.00
U of A 查經班 :
0.00
7,222.92
總
數：

Edmonton Chinese Baptist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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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聚會時間 
粵語崇拜
主日上午十一時正
國語崇拜
主日上午十一時正
英語崇拜
主日上午十一時正
英語查經班/祈禱會
週一晚上七時
兒童崇拜
主日上午九時半另外
及主日學
下午五時(以 Zoom 進行)
粵語主日學
主日上午九時十五分
國語主日學
主日上午九時半
國語團契
週五晚上
英語團契(中學)
週五晚上七時
英語團契(大專生)
週五晚上七時半
UA 查經班(國語)
週六晚上六時
恩典團 (長者團契)
週四晚上七時半
每月第二週六晚上七時半
仁愛組(家庭)
以諾組(家庭)
第二週六晚上
撒拉組(親子小組)
每月第四週六晚上
人生學堂(成人)
因應疫情-暫停聚會
第一、三主日下午二時半
恩慈組(信仰成長)
和睦組(信仰成長)
每月第三週六晚上
每月第一、三週四
智慧媽媽組
上午九時至十時
尼希米組(信仰成長）
每月第二週一下午三時
每月第四週一晚上
加百列組
God Hunt 青少年組
順服組(在職青年)

奉 獻 統 計

2022 年 1 至 3 月份收入
月份
收入
1月
$18,075.66
2月
$19,838.10
3月
$20,886.34
通風系統工
程特別奉獻

$20,011.00

本週代禱事項
(一) 為教會禱告 :
求主幫助我們珍惜每一個事奉
主的機會，讓我們的生命是用
在榮神益人的事上；賜我能力
完成那差我來者的工，叫我的
生命能成為美好的見證。為粵
語部負責統籌的復活節聯合崇
拜代禱，求主幫助各事奉人員
在各樣安排上，得主幫助引領
和加力。教會將於 4 月 15 日
晚上舉行受難節崇拜，求神預
備我們的心來記念主。為短宣
籌款的活動---清理高速公路，
將於 5 月 7 日舉行。求神感
動弟兄姐妹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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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主是我們的保障 :
願主耶穌成為世人的蔭庇；那
些心裡有驚慌的，求主賜他們
平安；那些身體有病的，求主
施行醫治。願賜平安的主隨時
隨事願與萬族萬民同在！

11112-109 Ave Edmonton Alberta T5H 1E1
電話: 780-426-0891 電郵: office@ecbchurch.org
網頁: http://www.ecbchur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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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0 日

每週禱文 : 當悔改歸正
一 請讀出以下經文：
所以，你們當悔改歸正，使你們的罪得以塗抹，這樣，那安舒的日子就必
從主面前來到。
（徒 3 : 19-20 上）
二 讓我們同來思想經上的話：
人總是逃避認罪，因為人實在很難承擔罪所帶來的後果。當想到認錯的後
果就是懲罰，便會很容易為自己所犯的罪找藉口，或者將責任推在別人身上，
甚至掩飾自己的罪行，這樣只會令自己繼續被罪所轄制。我們從沒有想到，神
的兒子主耶穌竟為我們的罪，被釘在十字架上，祂所流的寶血定竟塗抹我們的
過犯，使我們不再被罪所轄制，更讓我們有機會可以重新開始。其實最重要的
是當我們悔改歸正後，就可以恢復與神的關係，不再因罪與神隔絕，更可以坦
然無懼地在神裡面享受安舒的日子。
三 請讀出以下禱文：
「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裡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祂為
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約壹 2 :
1 下- 2）主啊，我們實在滿心感謝祢，為世人的罪作了挽回祭，叫我們的過犯
被祢的寶血塗抹，不再被罪控訴，還可以因信稱為義，這是何等浩大的恩典呢！
但願世人都願意悔改歸正，有機會重新開始，不再成為罪的奴僕，更有恩典可
以被稱為神的兒女。主啊，從今天起，我要立志在祢面前悔改歸正，不再為自
己的罪找藉口，或者掩飾自己的罪行，願祢的寶血塗抹我以往一切的過犯，使
我今日能得著救恩之樂，在祢面前享受安舒的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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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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問安   互相代禱

主 席
眾 立
杜衍忠牧師

會 眾

1. 教牧同工已於 4 月起返回教會工作；教會現繼續進行實體崇拜，同時
亦會設有網上崇拜直播。參加實體聚會前雖然不用作健康申報，但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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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
休息。如果有需要在教會舉辦任何聚會，可透過教會之網上預約系統，
借用教會地方作為聚會之用，現階段在聚會或活動期間仍要求配戴口
罩和鼓勵大家保持社交距離。兒童部亦恢復實體兒童崇拜和主日學，
有關詳情請聯絡吳楊芳芳傳道。

2. 粵語部將於週五(四月十五日)晚上 7:30 舉行「十架的愛」受苦節特別
崇拜，當日會以詩歌、經文及訊息記念主為我們的受死。當晚的「幸
福人生」亦因此暫停一次，敬請留意。下主日(四月十七日）早上 10 時
舉行復活節聯合崇拜，崇拜後亦有有簡單午餐供應與大家分享。歡迎
大家踴躍參加這兩個崇拜，並邀請新朋友參與，同念主恩，廣傳福音。
粵語部黃萬成弟兄將於復活節聯合崇拜接受浸禮，理事會亦已通過國語
部 Yubin Xu (许毓彬）及 Majorie（林琼瑶）姊妹轉入本會。若有任何意
見或查詢，請與辦事處或會友部聯絡。
3. 兒童部將於 4 月 17 日下午 5 時將以 Zoom 視像會議舉行復活節崇拜，
(Zoom meeting ID : 994 9904 8235. Passcode: Children)。
4. 四月廿四日下午 1 時 30 分將召開 4 月份特別會友大會，議程如下: (1)
理事會提議接納接納 2021 年度教會財政報告。(2) 理事會提議接納 2023
年度提名委員會名單 - 理事會代表 : 胡愷忻(Bianca Ho)、孟凡禹 ; 會友
代表 : 周耀權、陳唐悅珍、周琦恩(Grace Chau)。會友部已將 2021 年度
教會財政報告的相關資料電郵予各會友，請代禱和預留時間出席。
5. 誠邀會友代表教會出席加拿大浸信聯會(CNBC) 在 5 月 12 至 13 日於
多倫多和網上同時進行之週年大會，報名詳情請向各部之教牧查詢。
6. 5 月 7 日(週六)上午 8 時至中午 12 時將舉行為短宣籌款的清理高速公
路活動，各位可於圖書館門外壁報板之報名表登記，有關詳情請與聶
牧師聯繫。
7. 感謝主！周懷恩(Ryan)弟兄已完成神學院之課程和訓練，畢業典禮將
於 4 月 29 日舉行。
8. 行政主任李恆初弟兄將於 4 月 11 日至 15 日期間休假。吳楊芳芳傳道
將於 4 月 15 日至 29 日期間休假。

2022 年 4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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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篇 139:23-24
神啊，求祢鑒察我，知道我的
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
念，看在我裏面有甚麼惡行沒
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頌讚 –君王就在這裡

詞，曲: 曾祥怡 Grace Tseng 讚美
之泉版權所有

聖潔耶穌，你寶座在這裡，
哈利路亞，你榮耀在這裡。
君王就在這裡，我們歡然獻
祭，擁戴你為王，榮耀都歸於
你，君王就在這裡，大能彰顯
這地，和散那歸於至高神主耶
穌。
更多更多來高舉你的名，
更多更多來呼喊你的名，
更多更多來承認你是主，
直到那日，我再見你的面。

難以解釋 (世紀頌讚#226)
1.難以解釋為何高天的君王,
寧願捨棄永遠福樂平安, 至聖
上主看輕尊貴與榮華,
離開父神為要來尋找我. 但我
知道寂靜必變為歌唱, 天上榮
光驅走心中幽暗,
救主耶穌甘謙卑降世為人, 神
愛世人, 基督今天為我而生.
2.難以解釋為何高天的喜樂,
寧願為我捨身代罪受刑, 至聖
善神仍愛我這個罪人,
甚至犧牲讓我與祂親近. 但我
知道基督救主已復活, 讚美主
名, 祂活在我裡面!
因祂復生, 祂給我永遠生命! 除
去罪孽, 釋放心靈, 使我更新!
3.難以解釋上主統管普天下,
如何選召祂喜悅的子民, 難以
形容神聖的歡欣快樂,
屬神兒女齊集主寶座前. 但我
知道祂彰顯至高榮耀, 天地震
動, 歌聲響遍萬方,
就在那天, 基督要從天降臨, 救
主耶穌必得勝利, 永遠作王!

祂藏我靈(世紀頌讚#319)
1. 何等奇妙救主是耶穌我
主，祂真是我奇妙的
主；祂把我靈魂深藏磐
石之中，得喜樂如江河
無窮。
2. 何等奇妙救主是耶穌我
主，祂卸去我一切重
擔；我永不動搖因有主
手扶持，一生力量是祂
所賜。
3. 每時每刻祂賜我恩惠無
窮，祂靈又充滿我心
中，當我被提時一定大
聲歌頌，奇妙救主配得
尊崇。
4. 穿上神賜衣裳我要見祂
面，就在空中向祂朝
見，願與眾聖徒一齊歌
唱歡呼，完美救恩奇妙
的愛。
<副歌：>
祂藏我靈魂，在磐石洞穴裡，
如乾渴之地得蔭庇，祂藏我生
命，在祂大慈愛裡，用祂全能
手來扶持，用祂全能手來扶
持。

讀經 –羅馬書 3:25-26
25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
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
顯明神的義；因為祂用忍耐的
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
26 好在今時顯明祂的義，使人
知道祂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
的人為義。

回應詩 – 請差遣我
版權屬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ACM） 所有 作曲：吳秉堅
作詞：梁沃厚
感慨！造物與尊貴
褪色、墮落、變更
百載磨鍊、律法指引
未夠銳變這罪民
主卻降世，掛十架成贖祭
已粉碎罪權勢
頃刻間會驟見天國來臨
誰可替我預告？
*請差遣我，替你宣告，你是
神誰亦需要，悔改歸向
神治國度，請差遣我
請差遣我，替你宣告
全地每一顆心都願歸
成為活祭，見證真理，請差遣
我
驚歎！叛罪與歪理
已消耗盡眾生
痛心世間尚有萬民
十架大愛總未聞
天國巳近，世代快成絕韻
要甦醒真愛心
天天的努力去搶救靈魂
誰可替我做到？
金句 –羅馬書 10:14
然而，人未曾信祂，怎能求祂
呢？未曾聽見祂，怎能信祂
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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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