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1. 歡迎今天早晨叁加線上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們, 愿你平安。 

2. 感謝今天上午蘇宗文弟兄中文堂的講道。求主祝福他和家人。 

3. 我们亲爱的嚴緻迴姊妹（Sharon Yen）在星期五晚上安息主怀。由于疫情，葬

礼将是一次小型家庭聚会。稍后将举行纪念仪式，来庆祝嚴姊妹的一生。她

的先生汪履絃弟兄请求有心的弟兄姐妹们向教会的大使命基金(GCF)捐款，

不用鲜花，來纪念嚴姊妹。請繼續為嚴姊妹的一家禱告。 

4. 我们的在线资源“与主同住四十天”（www.cacw.org/dwell）将继续提供另外

一周的时间与您每日同行。  如果您希望该资源可在此之后继续进行，请利用

网站上简单的说明为我们提供反应。  当你花时间住在主的里面时，主的祝福

满满！ 

5. 到目前為止，我們教會已為醫護人員，傳教士，社區和教會會眾提供了 2500
個口罩, 包括 Kevin Liu 和他在唐人街的教会 CCBC。 如果有需要口罩的任何

人，請聯繫郭虹兄或任何執委會成員。我们继续与 Ridgeway 的食品储藏服务

合作， 请为我们忠实的志愿者及其健康祈祷。 

6. 4月的奉献收入为$ 26K，费用为$ 19K，有$ 7K的盈余，但是教堂至今的 YTD
赤字为$ 13K。另外，教堂在 5 月获得了政府的“薪水保护计划”贷款，这笔

款项尚未纳为教堂的收入。教会的整体财务状况仍然健康。请为使用 PPP 贷

款的智慧祈祷。 

7. 执委会上周宣布提名李士彦弟兄为中文堂的牧师候选人。  我们已经把“候选

人介绍”活动的聚会时间表，李弟兄的见证和聘牧委員會审核过程在内的一

系列通知发送给了教会成员。  “候选人介绍”活动时间表已在教堂网站上发

布，并随附在本周的公告中。  我们鼓励所有成员，朋友和家人参加并认识候

选人和他的妻子罗懿君姐妹。  请继续为得着从神来的智慧祷告。另外执委会

正考虑举行一个开放的问答论坛，回答与聘牧流程有关的问题。请继续关注

该论坛的时间和日期。 

8. 到目前为止，教会的 COV-19 救济基金已筹集到$ 5,687。 感谢您的慷慨。 我
们会计划利用这笔资金来帮助有需要的家庭并购买个人防护装备。  如果您被

上帝感动，并希望在经济上有所帮助，则可以将您的捐赠指定为“  COVID19
基金”。 愿上帝祝福你的慷慨。 

9. 周三晚上的禱告會已經轉到線上，妳可以在家裏參與禱告，如果想要參加請

聯系艾倫牧師。聯系方式 pastoralan@cacw.org 

10. 李士彦弟兄將在下主日（五月三十一日）的中文堂傳講信息，Pastor Alan將在

英文堂傳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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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前請安靜默禱 預備我們的心敬拜神 

 

序 樂  

  

宣 召 詩篇 19:1, 7, 14 
  

 19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7 耶和華的律法全

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14耶和

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裡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悅納。 
  

默 禱   

   

讚美崇拜*   
   
牧 禱*   

   

讀 經   约翰福音 17:14-19 
   

講 道  認識神國的子民 
   
回應詩歌   
   

奉獻禱告   

   

歡迎與報告   

   

三一頌* #536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地上生靈當讚主恩， 

  天上萬軍頌讚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們。 

祝 福*   

   

三疊阿們頌* #532  

 

*會眾起立 



 

代禱事項 

1. 请继续为全球疫情祈求神的怜悯，继续为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牧师和负责

同工祈祷，应对冠状病毒。 我们需要上帝的智慧和恩典，帮助我们学习如

何更好地在线服事和聚会，继续关心和联结 CACW 社区，以基督的爱关心

他人。 

2. 为聘牧委员会的服事感谢神，并继续为他们祷告，安排好李士彦弟兄的牧

师候选人有关活动。求神赐福李弟兄和他的一家，并赐智慧的决定给我们

教会。 

3. 感谢神，许多弟兄姐妹使用“与主同住 40 天”来经历神的同在。 请继续

寻求神的智慧，带领我们考虑继续更新和使用这一资源。 

4. 让我们迫切地为医护一线人员祷告，包括那些属于我们教会的，以及其他

地方的。 祈求上帝赐保护、力量、体力和安慰给他们，并让他们真实感受

到上帝的同在和关怀。 

5. 为我们课后服事孩子的家人祈祷和周围的社区成员祈祷，他们的生意受到

疫情的影响他们在 COVID-19 中都面临的新挑战和需求。 (也为我们教会与

Ridgeway Church 在提供食物方面的合作祷告，以便服事这些家庭) 

6. 为 CACW会员祈祷，有些已经面对各种身体和情感方面的挑战，在疫情中

可能会更加困难，他们所需要关注、帮助和治疗。 

7. 請為正在尋找工作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安慰及保守他們的心懷意念。 

8. 请继续为 UConn 学生事工祈祷，特别是为最近信主的学生祷告。 

9. 请为我们支持的所有宣教士祈祷，包括 Achara 牧师和她在泰国 Khaolak 的

学校事工、在英国和欧洲服事的毛艳君牧师和 COCM、亚特兰大 Envision 

的 Dann 和 Tammy Johnson，以及今年休假的 Bob 和 Molly 一家。 

 
 
 
 
 
 
 
 
 
 

 
 
 
 

先求祂的國 

Seek First His Kingdom 
 
 
 
 
 
 
 
 
 
 
 
 
 
 
 
 
 
 
 
 
 
 
 
 
 
 
 
 
 
 

 
  

二零二零年五月主題經文 馬可福音 4:14, 20 
Theme verse for May, 2020（Fruitfulness）Mark 4:14, 20 

撒種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又領受，並且結

實，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 
The sower sows the word.  But those that were sown on the good soil are the ones 
who hear the word and accept it and bear fruit, thirtyfold and sixtyfold and a 
hundredf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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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介绍”活动的聚会时间表 

 

 

  

时间 团契 联系人 
5 月 29 日，星期五 8:00 PM 恩典團契 刘春霖/Larry Liu 

captlarryliu@gmail.com  
5 月 30 日，星期六 6:30 PM  種子團契 

 

王德沛夫婦/ Ed and Sharon 
 edswang@optimum.net 

5 月 30 日，星期六 8:00 PM 教會查經班 & 

婦女查經班 

洪蓉玉/Jeannie Ang  
jeannie_ang@hotmail.com 
葉培源/Pei Yeh  
pei_yeh@yahoo.com 

6 月 05 日，星期五 7:40 PM  英文查經班  Jim Anderson  
JimAnderson2357@yahoo.com 

6 月 06 日，星期六 7:00 PM 南威查經班 & 

磐石團契 

閔光/ Min Guang  
guangmin914@juno.com 
杨峰/ Feng Yang  
feng.yang.ny@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