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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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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主日崇拜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九日上午十時
Chinese Sunday Worship 10 AM, April 19th, 2020

2. 請參加我們復活節之後的特別活動："與主同住四十天"，在此期間，我們將
提供簡單的材料給您，活動從 4 月 13 日開始，具體參閱：www.cacw.org/dwell

聚會前請安靜默禱 預備我們的心敬拜神

3. 在新冠肺炎危機期間，教會已经展开幫助教會成員和社區的行动。我們已经
在為本地居民提供食物（食物是由 Ridgeway 教會的食品贮藏室所捐助）。在
此特殊時刻，我們還會找到更多地方法幫助我們的肢體。我們會隨時在網站
上通報我們的進展情況。

詩篇 67:1, 2, 4

4. 教會正在建立新冠肺炎救助基金（包括食品贮藏室和 PPE 捐贈）。如果您有
感動，請在財務上捐助，在捐助的項目上註明“新冠肺炎基金”。神會祝福
您的爱心。

67

願神憐憫我們，賜福與我們，用臉光照我們， 2 好叫世界得知
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 4 願萬國都快樂歡呼；因為你必
按公正審判萬民，引導世上的萬國。
禱

5. 中文主日学摩西五经概览班和福音慕道班會已復課. 摩西五经概览時間為每主
日下午 1:30-2:30，福音班时间为主日晚 7:30-8:30，請願意參加的弟兄姐妹及
朋友們 Email 給郭虹弟兄 guo_hong@hotmail.com，以便發邀請給您。

讚美崇拜*

6. 星期五晚上英語查經小組从 4 月 17 日起将通過 Zoom 查考馬太福音。我們希
望有很多人能加入我們。請聯繫 JimAnderson2357@yahoo.com 了解細節。

默

牧

7. 我們將持续在同一个教堂網頁（ https://www.cacw.org/livestream/）上直播每星
期日的主日崇拜。并不再需要输入密碼。請每周訪問同一網頁。鼓勵您填寫
在線出勤表，以便知道您已經參加了。

禱*

啟應經文

8. 如 果 有 年 長 人 士 需 要 買 日 常 用 品 的 服 務 ， 請 聯 系 葉 培 源 姊 妹
（pei_yeh@yahoo.com）和李士彥弟兄（sylee0881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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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哈該書 2:1-9

講

道

重建神的殿

9. 教会所有的團契和查经班都有在線上舉行，對大家來說可以任選壹個參加，
在家裏就可以參與。請訪問 https://www.cacw.org/ministries/ 獲取聯絡方式。

回應詩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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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禱告

11. 陳信評弟兄將在下主日（四月二十六日）的中文堂傳講信息，Frank Chan 將在
英文堂傳講信息。

中文團契聯繫信息
歡迎與報告
三一頌*
祝

#536

福*

三疊阿們頌*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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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
婦女查經班
恩典團契
教會查經班

*會眾起立

南威查經班

連絡人
葉培源/Pei Yeh （暫代）
pei_yeh@yahoo.com
刘春霖/Larry Liu
captlarryliu@gmail.com
杨平/Ping Yang
yping99@yahoo.com
洪蓉玉/Jeannie Ang
jeannie_ang@hotmail.com
李欣/Daniel Li
danieli22@yahoo.com
閔光/Min Guang
guangmin914@juno.com

地點
10:00 AM 每隔一週週三
8:00 PM 每週五
7:00 PM 每週六

7:00 PM 每週六

二零二零年四月主題經文 羅馬書 14:7
Theme verse for April, 2020（Characteristics of the Kingdom）Romans 14:7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
For none of us lives to himself, and none of us dies to himself.

代禱事項
1.

请继续为全球 COVID-19 疫情祷告，祈求上帝的怜悯，治愈和安慰。请为
受到影响的人们祷告，特别是关键人员和医护人员，以及经济方面遇到困
难者。希望病毒能够被成功遏制并治愈，求神赐下智慧和洞察力，特别祈
祷上帝的子民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能够站立得稳，做光做盐，见证天国的平
安、慈爱和怜悯，并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

2.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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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请为我们的牧师们和带领小组的同工们祷告，求神藉他们支持与坚固教会
的小组（生命小组）事工，特别是目前不能到教会聚会的时期。也为各小
组带领者祷告。

4.

请为教会一项非常重要和特别的倡议祷告，“与主同住 40 天”，亲身体验
上帝的同在。 请传播这个消息，鼓励大家参加，及时分享你的得着。

5.

为我们课后服事孩子的家人祈祷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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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求祂的國
Seek First His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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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lliance Church of Westchester
59 Glen Avenue, Port Chester, NY 10573
(914) 937-8931
www.cacw.org
English Pastor: Alan Rathe Youth Pastor: Pablo Garcia
中文主日崇拜
上午十時
English Worship
11:3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