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 拜 事 奉人 員 
本主日

下主日
杜衍忠
牧師

韋黃嘉雯

講

員

主
領

席
詩

杜衍忠
牧師
柯均燁
黃劉頌怡

司

琴

劉宇亮

投 影

柯均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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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組(家庭)
撒拉組(親子小組)
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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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祈禱會

胡振宗
柯婷恩
李駿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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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四晚上七時半
每月第二週六晚上七時半
第二週六晚上
每月第四週六晚上
每月第三週五晚上七時半
第一、三主日下午二時半
每月第三週六晚上
每月第一、三週四
上午九時至十時
每月第二週一下午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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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939.38

上週奉獻
$2,804.89
十一奉獻：
160.000
感
恩：
短
宣:
15.00
維
修:
0.00
U of A 查經班 :
25.00
$3,00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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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4 月份收入
月份
收入
1月
$18,075.66
2月
$19,838.10
3月
$20,886.34
4月
$35,876.62
政府 ASIP 加
強保安之資助

$29,000.00

本週代禱事項
(一) 為教會禱告 :
願聖靈的大能激動熱心，叫我
們能夠傳揚福音，求聖靈在人
心中動工，叫人能夠經歷神與
人同在的平安穩妥。求主保守
參與聚會的新來賓，能在弟兄
姊妹熱切的關顧下成長。為正
在等候工作機會、學習上尋找
前路的肢體禱告。為本年度暑
期夏令營的籌備和宣傳工作、
英語部聘牧的進展禱告。
(二) 為父母與子女的溝通禱告:
深願神的愛首先觸動作父母的
心，讓他們在繁忙的工作中，
可以停一停，聽聽子女們的心
聲，讓父母與孩子的關係能夠
彼此緊扣起來。求主叫所有孩
子都能明白父母愛自己、願意
關心自己；讓所有孩子在愛中
得著扶持，在接納中能剛強壯
膽，在彼此相愛中成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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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2 日

每週禱文 : 耶和華必為你們爭戰
一 請讀出以下經文：
耶和華必為你們爭戰；你們只管靜默，不要作聲。

（出 14 : 14 )

二 讓我們同來思想經上的話：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不可能面對動刀動槍的爭戰，但卻常處於無形的戰場
中；這可能是生活中的困難，心思意念中的掙扎，或者是人際關係中的問題。
面對這無形的爭戰，人常會以為靠自己的方法便可以解決問題，以自己的能力
爭取才不會失敗。例如面對不公平的對待，不出聲別人便覺得你懦弱，因此一
定要展開唇槍舌戰討回公道。面對別人強詞奪理，一定要據理力爭，否則對方
便會得寸進尺。但是經上記著說：「你當默然倚靠耶和華，耐性等候祂；不要
因那道路通達的和那惡謀成就的心懷不平。」( 詩 37 : 7 )所以我們不用為自己
抱不平，只需要默然倚靠，專心等候我們的神，因為祂必為我們爭戰，我們要
信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的恩惠，因此就會剛強壯膽。
三 請讀出以下禱文：
萬軍之耶和華啊，倚靠祢的人，便為有福，因為祢給受欺壓的人作高臺；
祢不會離棄尋求祢的人，也必記念受屈的人，不忘記困苦人的哀求。主啊，以
往我們只會用自己的方法和能力為自己爭戰，從不懂得等候主，又忘記了祢是
爭戰的神。主啊，今日我們不再以自己的能力爭戰，無論遇到甚麼景況，求主
幫助，我們必全然倚靠祢，因為我們知道爭戰不是靠自己的刀劍得地土，也不
是靠自己的膀臂得勝，乃是靠祢的右手、祢的膀臂和祢臉上的亮光。主啊，我
們要專心仰望祢，無論遇到甚麼困難和恐嚇，只要宣告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
在，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耶和華必用膀臂為我們施展大能，那有權能的
必為我們成就大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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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主日崇拜
盡心敬拜主

序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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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祈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
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禱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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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4:14,1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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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靜默禱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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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祈禱

我的心要稱頌耶和華
2. 恩友歌
3. 靠著耶穌得勝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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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意領受主訓言

讀

經

……………………

證

道

…………………

希伯來書 9 : 1-14

……………………

我們的大祭司耶穌 …………………

主 席
杜衍忠牧師

家 事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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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跟行政主任聯絡，借用
教會地方作為聚會之用，現階段在聚會或活動期間仍鼓勵大家配戴口
罩及保持社交距離。廚房現已全面開放，大家亦可在教會內進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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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 月 23 日特別會友大會中已通過理事會之提議，推薦吳守信
牧師為榮休牧師，隨後由於疫情關係，未能安排實體聚會，理事會現
定於 6 月 18 日 (週六) 上午 10 時假教會舉行慶祝典禮，中午 12 時於
皇城大酒家共進午膳，同頌主恩。誠邀各位參加，午膳每位收費$20
元，查詢及報名可聯絡馮浩弟兄、柯均燁弟兄、李吳佩霞姊妹或胡愷
忻 Bianca Ho 姊妹，午膳截止報名日期為六月十一日，多謝合作！

盡力遵行主的話

回應詩

…………………………………

大祭司 …………………………………

會 眾

讀金句

……………………

希伯來書 5 : 4-5 …………………………

會 眾

這大祭司的尊榮、沒有人自取、惟要蒙神所召、
像亞倫一樣。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榮耀作大祭司、
乃是在乎向他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讚美詩
祝
福
問安及歡迎
關懷神家
差遣詩

讚美一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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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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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問安   互相代禱

眾 立
杜衍忠牧師
杜衍忠牧師

主 席
會 眾

3.

教會在每週一下午 1: 30 至 4: 00 有乒乓球活動，週三下午 3 時至 6 時
有羽毛球活動，(以上活動若在公眾假期將暫停一次)，歡迎各位一同
來參與。

4. 今年的愛浸 VBS 兒童夏令營將在八月八日至十二日，以及十五日至二
十日，早上九時至下午四時半舉行，如需登記或查詢請登入教會兒童
部網站 www.ecbchurch.org/children，或聯絡兒童部的吳楊芳芳傳
道，ph:780-720-7297。

2022 年 5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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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伯來書 4:14, 16 節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
尊榮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兒子
耶穌、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
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
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詩 103:2-3, 11-12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
華、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
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
的一切疾病。
天離地何等的高、祂的慈愛向
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東離西有多遠、祂叫我們的過
犯、離我們也有多遠。」

頌讚 –我的心要稱頌耶和華
經文摘編：林良真
曲：林良真、游智婷
Copyright 1997 Stream of
Praise Music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
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醫治
你疾病復原。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
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為受
屈的人伸冤。
天離地有何等的高，祂的慈愛
也何等的深，
東離西有多麼的遠，祂使我的
過犯也離我多遠。
耶和華有憐憫的愛，且有豐盛
無盡的恩典，
從亙古直到永遠，耶和華，祂
是我的神。

詩 103:8-9, 22「耶和華有憐
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
有豐盛的慈愛。祂不長久責
備、也不永遠懷怒。你們一切
被祂造的、在祂所治理的各
處、都要稱頌耶和華，我的心
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
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醫治
你疾病復原。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
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為受
屈的人伸冤。
天離地有何等的高，祂的慈愛
也何等的深，
東離西有多麼的遠，祂使我的
過犯也離我多遠。
耶和華有憐憫的愛，且有豐盛
無盡的恩典，
從亙古直到永遠，耶和華，祂
是我的神。
從亙古直到永遠，耶和華，祂
是我的神。

我們有無試探引誘? 有無難過
苦關頭?決不應當因此灰心; 仍
當到主座前求。何處能尋這般
良友， 同嘗一切苦與愁？我
們弱點主都知道， 放心到祂
座前求。

希伯來書 4:15-16「我們的大
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
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
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
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
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我們是否軟弱多愁， 千斤重
擔壓肩頭？主仍做我避難處
所，奔向耶穌座前求！你若正
逢友叛親離， 快向耶穌座前
求！到祂懷中祂必保護， 有
祂安慰便無憂。

恩友歌
頌主新歌 372

靠著耶穌得勝
曲、詞︰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彌賽亞音
樂中心所有

何等恩友慈仁救主， 負我罪
愆擔我憂;何等權利能將萬
事， 來到耶穌座前求。多少
平安我們坐失， 多少痛苦冤
枉受，都是因為未將萬事，
來到耶穌座前求。

在祢愛裡我要宣告，我軟弱得
改變，在祢愛裡我要宣告，祢
是王，在祢愛裡我要宣告，我
不在罪中打轉，是祢帶領著我
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靠著耶穌得
勝，終此生要靠著主愛去得
勝，靠著耶穌得勝，靠著耶穌
得勝，不必懼怕挫敗，深知主
恩更廣闊，是祢帶領著我得
勝。
讀經 –希伯來書 9:1-14
1 原來前約有禮拜的條例、和
屬世界的聖幕。
2 因為有預備的帳幕、頭一層
叫作聖所，裡面有燈臺、桌
子、和陳設餅。
3 第二幔子後、又有一層帳
幕、叫作至聖所，
4 有金香爐、〔爐或作壇〕有
包金的約櫃、櫃裡有盛嗎哪的
金罐、和亞倫發過芽的杖、並
兩塊約版，
5 櫃上面有榮耀基路伯的影罩
著施恩座，〔施恩原文作蔽
罪〕這幾件我現在不能一一細
說。
6 這些物件既如此預備齊了、
眾祭司就常進頭一層帳幕、行
拜神的禮，
7 至於第二層帳幕、惟有大祭
司一年一次獨自進去、沒有不
帶著血、為自己和百姓的過錯
獻上，
8 聖靈用此指明、頭一層帳幕
仍存的時候、進入至聖所的路
還未顯明，

9 那頭一層帳幕作現今的一個
表樣、所獻的禮物和祭物、就
著良心說、都不能叫禮拜的人
得以完全，
10 這些事連那飲食和諸般洗
濯的規矩、都不過是屬肉體的
條例、命定到振興的時候為
止。
11 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作
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經過那
更大更全備的帳幕、不是人手
所造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
12 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
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
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
13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並母
牛犢的灰、灑在不潔的人身
上、尚且叫人成聖、身體潔
淨，
14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
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他的
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原
文作良心〕除去你們的死行、
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麼。

回應詩 -大祭司
曲：吉中鳴 詞：鄭楚萍
（版權屬 HKACM 香港基督徒
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大祭司打開幔子的阻隔，
今進主的聖殿屈膝敬拜，
頌讚天國君，為救贖靈魂，
一次將心獻奉捨己獻祭。
副歌：
讚美祢成就，完美聖潔活祭，
恩典永存赦罪大能力。
金句 –希伯來書 5:4-5
這大祭司的尊榮、沒有人自
取、惟要蒙神所召、像亞倫一
樣。
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榮耀作
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說『你
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的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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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