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金句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

嗎？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             

                                                                                   (賽四三：19)      
 “Behold, I am doing a new thing; now it springs forth, do 
you not perceive it？I will make a way in the wilderness 
and rivers in the desert.”                                 (Isaiah 43: 19)                  

                
                                      
上週差傳主日三堂聯合崇拜上線+出席人數:     89+71    
 

上週經常費獻金 
 

    目前實收   目前目標 

  $ 16,786.62     $ 111,618.62 $ 125,256.00 

上週差傳奉獻     目前實收   目前目標 

  $ 3,101.00     $ 28,604.00 $ 41,9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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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2)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下 週 (05-09) 
        上午九時三十分 

司會 關以衍 鄭栽國 

領詩 林少筠 梁倩青 

司琴 歐陽棣薇 歐陽棣薇 
投影 
     

林雅欣 吳麗萍 

音響 余天天 陳立遜 

招待 鄒佩蘅 李淑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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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月 二 日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主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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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牧師 

讀經       賽四三：1~15 鄭牧師 

證道 
 

                       彌賽亞的救贖 鄭牧師 

主 餐                 鄭牧師 

歡迎及報告  司會 

三一頌  眾立 

祝禱  鄭牧師 

          



報 告 事 項  
 
 
 
 

1. 本週四（5/6）是美國全國禱告日，教會將在週三（5/5）晚上

7:30 pm 舉行全教會禱告會。鼓勵全會眾參加線上禱告會，一起同

心為美國禱告，求神指引在位的政府官員有智慧處理新冠疫情、經

濟復甦、國民分裂等問題。請通過教會網站的國語禱告會連接，或

是用會議 ID: 447 311 035，和密碼: 28111 進入。 

2. 差傳部將在教會網站上登載我們支持的宣教士通訊，以便弟兄姐妹

可以更多瞭解我們的宣教士近況並為他們代禱。 請到教會網站 
cbcdetroit.org 填寫登記表，並等待差傳部回覆才到教會網站閱讀

通訊。 

3. 下主日（5/9）是母親節，教會的青少年將向母親們表達敬愛，鼓

勵已作人母的會眾出席現場崇拜。5/16 將有國、粵語聯合崇拜，

在早上 11:00 開始，教會支持的宣教士 Andy Rist 將証道及分享他

事奉的改變。當天國、粵語成人主日學均在 9:30 am 開始。 

4. 麥牧師已開始今年四月和五月休假。他將利用這個時期去更新和加

強事工技能。他希望回來的時候能夠有更好的裝備來服侍會眾。 

5. 鄭牧師將於五月中旬開始為期約六週的放射療法治療前列腺癌，在

此期間如有教會事工問題，請聯繫麥牧師(在五月後)或長老們。 

本 週 活 動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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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6:30   Zoom 英文禱告會 

  5/5 週三上午 9:00 Zoom 英語婦女查經  
         晚間 7:30 Zoom 全教會禱告會 

               5/7   週五 晚間 7:30 Zoom 信望愛, 提摩太團契, 英語婦女

查經     
       5/8   週六上午 10:00 Zoom ELM 會議 

             10:30 Zoom 喜樂團契 
                 晚間 7:30 Zoom 青橄欖團契 

本 週 代 禱 

  教會大家庭  

1. 求神藉著基督捨命的愛敦促我們回應神的呼喚，捨己跟從

主，挑旺會眾事奉主的心，運用復活的大能加添信徒力量，

參與教會教導、敬拜或其他多元的事工，各盡其職，同心協

力建立教會。 

2. 為密西根州新冠病毒的疫情有好轉感恩，求神施恩看顧被確

診的病人，並保守一線醫務人員身、心、靈的健康。求神促

使居民願意迅速接受疫苗注射，並策勵群眾在公眾場所持守

帶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等安全措施，盡力減低疫情擴散。 

3. 李必昌弟兄的母親已到了她的救主為她預備的天家，享受與

神同在。求神安慰必昌、他的父親和家人，讓他們在哀慟中

因信仍有盼望，倚靠復活的主面對明天。求神使用在五月 3
日的安息禮拜見証神的恩典，和分享神的安慰。 

4. 繼續為高素華姊妹的丈夫張國強先生禱告，求神使用化療藥

物使他體內的癌細胞受控制。更求神開張先生的眼睛，信靠

已勝過死亡的主耶穌，接受神的救恩，使他全人得醫治。 

5. 鄭牧師被診斷有前列腺癌，估計將於五月中旬開始為期約六

週的放射治療，求神施恩藉此消除他體內的癌細胞，並保守

其他器官不受傷害。也求神興起眾同工在牧師接受放療期

間，分擔教會事工。 

6. 為麥牧師在休假期間能得到身體的休息、心靈的復興；接受

更多的裝備，領受更新的事奉目標，成為更討神喜悅的工

人。 

 

宣教差傳  

    張所文，黃瑜楓 ~(阿卡少數民族，泰北） 

 由於緬甸內戰，好多城市成為戰場，求神保守在沐谷事奉的

同工有平安。 

 求神保守阿卡族咖啡店重新運作的一切開展順利（雖在疫情

中，他們認定這是神為他們開路的時候）。 

 為華語學校找到足夠的能教華文的老師禱告。 

 在泰國疫情第三波中，清萊成為疫區，一天有幾百人被確診

受感染。求神保守他們家裏各人和各堂會的同工、弟兄姊妹

都不受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