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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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将在除夕举行新年夜守望祷告会，从 12/31 @8：30 晚开始。邀请弟兄姐

妹们参加， 即便你只能叁加很短的时间 （15 至 30 分钟)也是可以。 请继续关

注以获取更多信息。 

3. 从 12 月 28 日星期一至 12 月 30 日星期三，我们将对 2021 年预算 va 
ElectionBudddy 进行投票。请在收件箱中查找电子选票。感谢您关注教会的事

工并参加选举。 

4. 教会将在 2021 年 1 月 10 日分别在中英文堂为 2021 年度的執委會同工举行就

職典禮。此外，我们将于 2021 年 1月 17日为李士彦牧师舉行就職儀式，正式

任命他为中文堂牧师。宣道会大都会区监督 Kelvin Walker 牧师将在当天的联

合崇拜中主持仪式。请祈祷并计划参加这两项活动。 

5. 教会预备在 1 月 24 日下午 2:00 欢送鄭俊璋弟兄和淑芳姐妹。鄭弟兄回應神的

呼召，將赴匹茲堡華人教會擔任他們的中文牧師。  我們非常感謝他们俩位在

威郡華人宣道會多年忠心的事奉， 请计划参加此项活动。 

6. 我們盼望在聖誕時節，酬謝牧者們一年的辛勞。如果您有此感動，請在奉獻

支票的「備註」或奉獻信封上註明「酬謝牧師」。此奉獻收集的截止日期為

十二月三十一日。 

7. 赞美主, 教會前十一個月的奉獻收支，已有$4.5K 的剩余。今年大使命基金所

預定的$28,509 目標，我們已收到了$19,988。感谢大家对教会需要的关心。愿

主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8. 我们每周的祷告会继续在周三晚上八点通过 ZOOM 举行。 众人齐心的祷告是

大有力量的！请联系任何一位牧师获取 ZOOM 的参与方式。 

9. 请大家留意 1 月 24 日开始的新中文主日学课程。《新約縱覽》由李士彦牧师、

勵元達弟兄、江伊凡弟兄、何菁姐妹帶領，每主日下午 1：00-2：15 通过

Zoom 在线上进行。Zoom 链接將发到各位电子邮箱，請關注。 另外，广东话

主日学及福音班继续进行。广东话班每主日 11：30，福音班每主日晚 7：30。 

10. 李士彥牧師將在下主日（一月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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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 示 錄 21:3 
  

 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

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

的神。 
  

默 禱   

   

讚美崇拜*   
   
牧 禱*   

   

讀 經   詩篇 119:11 
   

講 道  回顧- 你藏什麼在心裡 
   
回應詩歌  神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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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感恩和假期的季节，教会和弟兄姐妹们要多多数算神的恩典。在 2020 的

疫情中，神仍然作王掌权，祂保守弟兄姐妹的身心灵所需。求神賜下禱告

的火給弟兄姐妹們， 為教會的重启和重建多祷告，并祈求神教会的复兴，

神的教会要从荒凉转成兴旺。讓我們个人的心轉向神，謙卑尋求祂的面，

求祂赦免我們眾人的罪，醫治我們的地。 

2. 請弟兄姐妹們為尚未得救的家人和慕道友守望禱告。在這聖誕節中，願他

們的心被聖靈感動，聽見福音並接受耶穌為主。 

3. 请继续为新当选和继任的执委会同工祷告，也求神保守他们和他们的家庭。

请大家继续为确定明年的预算投票祷告。 

4. 请为欢迎新朋友并使他们更好的融入教会生活和服事祷告。 

5. 求神继续带领弟兄姐妹们在主日学和小组同工培训里的学习，并能将课程

所学到的应用到小组事工中。也请为 2021 年成人主日学代祷，如新约纵览，

希望弟兄姐妹们在神的话语上扎下根基，使得灵命长进和成熟。 

6. 请继续为 UConn 学生事工祈祷，使更多的学生愿意跟随耶稣，也为疫情给

这个服事造成的影响祷告。 

7. 让我们继续为我们教会和其他地方的医护一线人员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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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請為正在尋找工作、和工作有過度的重擔和壓力的弟兄姊妹禱告。願有需

要的弟兄姐妹可以來到神的面前來求告。願神賜下安慰、智慧及保守他們

的心懷意念。 

9. 请为我们支持的所有宣教士祈祷，包括 UConn 外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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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主題經文 馬太福音 25:21 
Theme verse for December, 2020（Reward of Faithfulness）Matthew 25:21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

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His master said to him, ‘Well done, good andfaithful servant.You have been 
faithful over a little;I will set you over much. Enter intothe joy of your master.’ 

先求祂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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