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金句         （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3:7-8）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

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

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But whatever gain I had, I counted as loss for the sake of Christ. 8 
Indeed, I count everything as loss because of the surpassing worth 
of knowing Christ Jesus my Lord. For his sake I have suffered the 
loss of all things and count them as rubbish, in order that I may 
gain Christ.”                                                                       

                

上週國粵語聯合崇拜上線+出席人數:   75+54        英語   19+28 
 

上週經常費獻金 
 

    目前實收   目前目標 

  $ 5,628.00     $ 151,053.62 $ 169,464.00 

上週差傳奉獻     目前實收   目前目標 

  $ 1,190.00     $ 38,045.00 $ 56,741.00 
金錢奉獻是基督徒本分，求神幫助我們在金錢上作忠心管家；禮堂後面備有奉獻箱。 

     

職 務 本週(06-13)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下 週 (06-20) 
        上午九時三十分 

司會 鄭栽國 方漢華 

領詩 梁倩青 陳翀 

司琴 黃嘉穎 歐陽棣薇 
投影 
     

 林少筠 吳麗萍 

音響   陳立遜 余天天 

招待  李淑儀 麥綺妮 
嬰兒室  
(9:20-11:00) 暫停 暫停 

(10:50-12:30) 
 

暫停          暫停 

午餐 暫停 暫停 

派餐 暫停 暫停 

午餐清潔 暫停 暫停 

      粵 語  崇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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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扎 根 到 結 果 

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序樂  〔請安靜默禱〕      司琴 

宣召  司會 

詩歌讚美         會眾 

牧禱  黃長老 

讀經      約翰福音 3:1-16 方漢華 

證道 
 

                    調整投資永生的心態 方漢華 

回應詩歌                 眾立 

歡迎及報告  司會 

三一頌  眾立 

祝禱  黃長老 

          



報 告 事 項  
 
 
 
 

1. 本週六（6/19）“崇拜事工工作坊系列”的主題是《影視與直

播》，下午 3 點開始。請大家按時上線

(https://www.cbcdetroit.com/church-events)。歡迎並鼓勵所有已

經參與影視或直播的同工，以及有興趣參與的弟兄姊妹一同來研

討。過去的工作坊錄影均已放在教會網站，鼓勵會眾參閱。如有任

何問題，請與宋長老聯繫 (teyangsoong@yahoo.com)。 

2. 鑑於密西根州新冠病毒的疫情好轉，測驗結果是陽性的百分比、確

診及死亡人數都降低至較安全標準，且有持續下降的趨勢，加上本

州大部份的居民已接受疫苗注射，長執會決定從七月開始，凡已經

完全接種疫苗者，可自行 (按個人及家人的健康及舒適度) 決定在教

堂內是否帶口罩，其他安全措施：體溫測驗、使用消毒劑洗手、保

持 (六呎) 社交距離均照常執行。歡迎團契或小組使用教堂舉行聚

會，但暫仍不可在室內提供食物。 

3. 新一季主日學已開始，粵語班由吳蔭步弟兄、廖家興弟兄 主領

「教會史略」；通過這課程對教會過去二千年的歷史有初步的認識

和概念。鼓勵會眾積極在現場或線上參加。 

 
4. 感謝神邵大衛傳道的實習工作簽證 (OPT) 已穫批准，將如期在七月

一日開始在教會全職事奉。他和家人已遷來 Farmington Hills。 

5. 鄭牧師已開始放射療程治療前列腺癌，估計在六月下旬完成。在此

期間如有教會事工問題，請聯繫麥牧師或長老們。 

本 週 活 動 

  6/13 今天上午 
 
 
 

            

9:30 現場及線上國語成人主日學,   
粵, 英語現場及線上崇拜 

11:00 國語現場及線上崇拜, 現場及線上粵

語, 英語成人, 青少年主日學 

  6:30    Zoom 英文禱告會 
  6/16 週三晚間 7:30 Zoom 教會禱告會 

               6/18   週五 晚間 7:30 Zoom 提摩太團契 
  6/19   週六上午 7:00 Zoom 長老會議 
                10:30 Zoom 家庭福音團契 
            下午 3:00 Zoom 影視與直播事工工作坊 

本 週 代 禱 

  教會大家庭  
1. 求神鼓勵合適的肢體參與教會舉辦的敬拜事工培訓，投身於教會崇

拜中各層面的事工，各盡其職，同心協力建立教會用心靈、按真理

的敬拜。特別記念本週六下午三時開始的影視與直播事工培訓。 

2. 為美國新冠病毒的疫情有好轉感恩，感謝神指引長執們順應改變而

調整教會的安全措施，藉此激勵更多會眾回復在教堂實體敬拜和聚

會。 

3. 為印度、巴西、台灣及世界各地新冠瘟疫引發的災情禱告，求神施

恩憐憫，供應信徒及非信徒醫療和生活的需要。 

4. 為邵傳道全家搬到 Farmington Hills 獻上感恩，求神幫助他們對新

居和新環境有良好的適應。請記念師母仍在修讀的課程，求神特別

加添她力量，在多層面的服侍中取得平衡，並且能勝任。 

5. 為已開始的新一季主日學禱告，求神賜給會眾謙卑受教的心，積極

在現場或線上參加；並使用老師們按時分糧，使眾肢體一同在認識

神和神的話語上有長進，將聖經真理實踐在日常生活中。 

6. 為七位即將高中畢業的青年禱告，求神在他們將去的大學校園中預

備好的信徒群體，並引導他們投身在其中，靈命得以繼續成長。 

7. 求神施恩藉鄭牧師的放射治療，消除他前列腺內的癌細胞，並減低

其他器官所受的傷害。感謝神放療的不良副作用沒有顯著增加。 

8. 為高素華姊妹的丈夫張國強先生禱告，求神使他虛弱的身體重新得

力，能恢復接受化療，使他體內的癌細胞受控制。更求神開張先生

的眼睛，信靠主耶穌，接受神的救恩，使他全人得醫治。 

宣教差傳  

      龍維耐&蕭念全 ~ 世界宣教 
 龍醫生和夫人寫信鼓勵我們，在這困難時期，神提醒我們要關注祂

正在創造的新事物（以賽亞書 65:17、18）。如在中國，不允許教

會重新開放，因此信徒在線敬拜，許多人接受培訓，及帶領小組查

經。請為中國的基督徒禱告。 

 為通過 Zoom 在香港舉行的禱告會的出席人數明顯增加感謝讚美

神，以及為被迫延長留在香港的宣教士找到了很好的機會為他們的

目標群體 (例如印尼人、泰國人、 或日本人) 作見證，獻上感

恩。 

 龍醫生和夫人在事工中的重點之一是教授宣教關懷。最近，龍醫生

被邀請對他的演講進行錄像。 

 請與他們一起為神放在你心中的宣教士家庭祈禱。祈求神的保守、

祂的供應、宣教士與當地人的和諧、屬靈和身體的力量、神對單身

人士、婚姻中成長的夫婦以及宣教士的孩子的特別照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