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金句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膏立我去向窮人傳福音；他差遣

我去宣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受壓迫的得自由：

他差遣我去宣告主的恩年。” (路四：18, 19 新漢語譯本)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upon me, because he has anointed 
me to proclaim good news to the poor. He has sent me to 
proclaim liberty to the captives and recovering of sight to the 
blind, to set at liberty those who are oppressed. To proclaim 
the year of the Lord's favor.”                               (Luke 4:18-19) 
                                              

上週全教會復活節聯合崇拜上線+出席人數:     90+62    
        

上週經常費獻金 
 

    目前實收   目前目標 

  $ 6,660.00     $ 86,048.00 $ 103,152.00 
上週差傳奉獻     目前實收   目前目標 

  $ 1,445.00     $ 22,688.00 $ 34,5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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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1) 
         上午十一時 

       下 週 (04-18) 
        上午十一時 

 
 
 

  
敬拜主領 劉雅娟 林志紅 
  司琴 梁經怡 劉雅娟 

投影 喬婕 白嘉瑩 

音響 水暘 楊中宇 

招待 林志紅 查碧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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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語 崇  拜 
 

中文牧師: 鄭卓雄牧師 248-473-2010 
英文牧師: 麥博斯牧師 248-473-2016 
辦公室助理：林志紅  248-473-2050 

28111 W. Ten Mile Rd, Farmington Hills, MI 48336 
                                                                                              http://www.cbcdetroit.org 
 

  

從 扎 根 到 結 果 

二 零 二 一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上午十一時)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請安靜默禱〕      司琴 

詩歌讚美  會眾 

牧禱  鄭牧師 

讀經                     賽六一：1~4 鄭牧師 

證道 
 

                     彌賽亞的福音 
 

鄭牧師 

回應詩歌  眾立 

三一頌  眾立 

祝禱  鄭牧師 

歡迎及報告   鄭牧師 

 



  報 告 事 項 

1. 教會已開放部份實體聚會，長執會鼓勵會眾，特別是長者們，按個

別的健康狀況，自行決定參加現場敬拜或留在家中並在線 
（YouTube 直播）參加敬拜，成人主日學將在現場及 Zoom 會議同

時進行，兒童事工暫時尚未恢復。請各團契同工們按團友情況決定

何時恢復實體聚會。 

2. 教會今年的差傳主日全教會聯合崇拜將於四月 25 日早上九時三十

分在現場 (大禮堂) 舉行和線上（YouTube）直播。當天的特約講

員 (宣教士 Tim George) 和妻子 Michele 也會於早上十一時主領

特別全教會聯合主日學，請大家預留時間參加。 

3. 恭賀教會會員周冉姊妹與 Ryan Oblenida 弟兄於昨日 (4/10) 在

神面前訂立婚約。願神賜福給這一對新人，並使他們建立的家庭成

為多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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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週 活 動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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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Zoom 英文禱告會 

  4/13 週二 晚間 7:30 Zoom 長執會議 

  4/14 週三上午 9:00 Zoom 英語婦女查經  

         晚間 7:30 Zoom 教會禱告會 
               4/16 週五 晚間 7:30 Zoom 提摩太團契, 
            英語婦女查經     
       4/17 週六上午 7:30 Zoom 長老會議 

           下午 5:30 Zoom 英語家庭/無界限團契 

 

本 週 代 禱 

教 會 大 家 庭  

1. 為上週末耶穌受難紀念和復活節慶祝崇拜獻上感恩，求神藉著

基督在十字架上捨命的愛敦促我們捨己跟從主，挑旺會眾事奉

主的心，運用復活的大能加添信徒力量，參與教會教導或其他

多元的事工，各盡其職，同心協力建立教會。 

2. 為教會重新開放部份實體聚會禱告，求神指引崇拜、主日學、

和各團契同工們逐漸恢復在教堂實體的事工，激勵更多已接受

疫苗注射，沒有健康顧慮的會眾參與教堂的現場敬拜或實體的

事工，藉此加強肢體生活。 

3. 為密西根州新冠病毒確診人數再度上昇禱告，求神策勵居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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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施恩看顧受感染者，並賜醫務人員足夠的資源，

醫治新冠病人，保守他們的家人。 

4. 這一年來暴力侵害亞裔居民的案件在美國劇增，求神開導人

心，除去對不同種族的人之敵視與歧視，協助執法人員迅速處

理這些事件，有效地加強少數族群居民的安全。 

5. 請記念緬甸自二月初軍事政變以來，軍政府的暴力鎮壓和軍人

搶掠，導致社會癱瘓，經濟及民生都陷入困境。在緬甸的牧者

被逮捕，基督徒也遭受各種難處。求神施恩憐憫緬甸的人民。 

6. 為李必昌弟兄在香港的母親禱告，她被診斷患上癌症，已開始

接受化療，四月 3 日因肺積水再度住院，求神幫助她早日出

院，可與李必昌弟兄和霍敏華姊妹見面。也繼續為高素華姊妹

的丈夫張國強先生禱告，求神使用藥物使他們體內的癌細胞受

控制。求神開李太太及張先生的眼睛，相信己勝過死亡的主耶

穌，接受神的救恩，使他們身、心、靈得醫治。 

宣教差傳  

    廖天柱，梁順心 ~ 華播 ~ 中國香港 

華僑福音廣播中心的代禱事項： 
1. 香港的同工們早日完成廣播劇劇本。 

2. 羅省同工們能早日恢復中心的正常運作。 

3. 教會被主復興。 

4. 信徒們能夠為耶穌的再來做好準備，隨時迎見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