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金句          

“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

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  (詩一三九：14)  

                                                                                                                             

“I praise you, for I a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Wonderful are your works; my soul knows 
it very well.”                               (Psalm 139: 14 ESV)                     

                                
上週全教會聯合崇拜上線 48+出席人數:  114 
 

上週經常費獻金 
 

    目前實收   目前目標 

  $ 12,340.00     $ 220,363.62 $ 221,040.00 

上週差傳奉獻     目前實收   目前目標 

  $ 2,598.00     $ 57,080.00 $ 74,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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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1)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下 週 (08-08) 
     上午九時三十分 

司會 陳立遜 李必昌 

領詩 朱佩英 李必昌 

司琴 歐陽棣薇 霍敏華 

投影 
     

林雅欣 陳淑恩 

音響 余天天 陳立遜 

招待 廖家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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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牧師: 鄭卓雄牧師 248-473-2010 
邵大衛牧師 248-471-9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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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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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一：26~二：9 鄭牧師 

證道 
 

                         受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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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密西根州新冠病毒的疫情好轉，長執會決定凡已經完全接種疫

苗者，可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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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範圍內可以在室內提供食物。 

2. 教會 “關懷事工工作坊系列”將於 8 月 14 日舉行 “探訪事工”

工作坊，願神藉著弟兄姊妹參與團契關懷及探訪事工祝福教會。過

去的工作坊錄影均已放在教會網站，歡迎會眾參閱。 

3. 我們為兒童事工重新開始而讚美神！很高興看到我們的小弟兄姊妹

們在學習愛耶穌的過程中享受有趣的夏季主日學歌曲、活動、手工

藝和聖經之應用。祈求神在我們的心中動工。我們需要更多志願者

同工參與服侍，為 9 月將恢復正常包括嬰兒室和學前班在內的兒

童事工做準備。我們希望我們的高中生也可以作為助手加入夏季主

日學的團隊。如需更多資訊，請聯繫陶大衛長老、張美華、

Daphane Lee、Alaina Liew 或 陳麗雯。教會會提供適合兒童的口

罩。 

4. 鄭牧師將在 8 月 3 日-13 日休假，在此期間有關教會事工問題請聯

繫邵牧師，麥牧師或任何一位長老。 

5. CBC 正在計劃秋季開設英語 Kairos 「把握時機」課程。如您有意

願參加的話，請聯繫麥牧師、莫以琳姊妹或李必昌弟兄。課程將有

部分在 CBC 現場進行，部分在 Zoom 進行。 

本 週 活 動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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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週三晚間 7:30 Zoom 教會禱告會 
               8/6   週五 晚間 7:30 Zoom 提摩太, 信望愛團契 

  8/7   週六上午 9:30 Zoom 粵語查經班 

 

本 週 代 禱 
  教會大家庭  

1. 請為 CBC 過去 3 週內 4 次雨水浸入教堂禱告，求主賜建築物維修團

隊從神來的智慧來解決這些問題，也求神興起熱心的弟兄姊妹用行

動來支持此次修繕事工。 

2. 求神鼓勵肢體參與教會舉辦的事工培訓，8 月 14 日將舉行的 “探

訪事工”工作坊，裝備更多信徒，成為神關愛的管道。 

3. 為美國新冠疫情整體好轉感恩，在有些地方也有感染人數增多的情

況，求神繼續看顧，也激勵更多會眾恢復在教堂實體敬拜和聚會，

重建信徒實體相交的教會生活。 

4. 為上週日邵牧師的入職典禮獻上感恩，也求神指引邵牧師的事工，

激勵會眾與邵牧師配搭，支持他的事奉。 

5. 上主日許多弟兄姊妹帶孩子來教會，求神继续祝福逐渐恢復的兒童

事工和接下來主日學事工的預備，保守孩子們和主日學老師身心健

康。為主日學和兒童崇拜有足夠主日學老師禱告。 

6. 繼續為高素華姊妹的丈夫張國強先生禱告，使他全人得醫治；請記

念我們當中身體不適的長者，求神施恩醫治，使他們得到合適的治

療，早日康復。 

7. 為近日發生在中國河南的洪水災害禱告，災情擴散向許多城市，許

多人流離失所，願神憐憫受災的百姓，引導救災工作，也使眾百姓

也因此向神發出呼求，回轉歸向神。 

宣教差傳  

    余雋瑞牧師  ~中國福音會  ~香港，中國  
余牧師將在八月完成一個新開發的關於宣教農業的視頻課程。 

 余牧師打了兩針疫苗，沒有嚴重反應。他的妻子由於慢性疾病，仍

在等待合適的時間進行注射。祈求她身體健康，可以接種疫苗。 

 中國宣道神學院因為是一個敏感的宣教組織，特別是沒有合適的繼

任者，可能需要在明年 6 月關閉。一名教牧同工和一名董事會成員

及其家人遷往香港以外的地方。請為他們在新的國家定居禱告。也

請為香港禱告,祈求基督徒無論是留在香港還是移居其他地方，都能

在信心上得到堅固。 

 很高興新的營商宣教事工 (BAM)公司 Vocations and Missions 
Network (VBN) 已經成立並接受了課程材料和培訓。新的商業網站

名為 Vine Business Network。它將很快啟動並運作。祈求新的營商

事工公司可以在宣教業務產品、服務和門徒訓練的翅膀下繼續以前

的宣教工作。 

 請為新招募的宣教同工約翰禱告。他喜歡生態農業，且在設計方

面很有天賦。他對傳福音和門徒訓練充滿熱誠。祈求他在余牧師

明年六月退休之前裝備好去領導新的營商事工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