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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感謝今天上午李士彦弟兄和 Dr. Frank Chan 中英文堂的講道。求主祝福他们和
他们的事工。

聚會前請安靜默禱 預備我們的心敬拜神

3. 鉴于最近发生的社会事件，艾伦牧师上周日（ 6/07)在英文堂进行了一堂发自
内心和以圣经为角度的讲道。我们鼓励所有人观看这次讲道（网
頁 https://www.cacw.org/livestream/）。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所需要的是以基
督为中心的教导-“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
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 6：8）。

詩篇 31:19, 21-23
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為他們所積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
的恩惠是何等大呢！21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他在堅固城裡
向我施展奇妙的慈愛。22 至於我，我曾急促地說：我從你眼前被
隔絕。然而，我呼求你的時候，你仍聽我懇求的聲音。23 耶和華
的聖民哪，你們都要愛他！耶和華保護誠實人，足足報應行事
驕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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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難中再思生命的意義

奉獻禱告
歡迎與報告
#536

福*

三疊阿們頌*
*會眾起立

5. 祝贺 Pablo 传道和他的妻子 Kim! 今年 11 月他们将增添一名宝宝，Garcia 家庭
正在壮大！ 请继续祈求上帝对新父母的慷慨帮助，也为整个家庭的健康，尤
其是在这场大流行病中的健康祷告！

7. 还记得我们几个月前进行的 PEAK（教会健康）调查吗？ 执委会原本计划在 3
月的会员大会上分享调查结果。 结果疫情推迟了会议。 我们不在等教堂重新
开放，而是会在下周日（6/21）与您分享 PEAK 结果的执行摘要。与此同时，
感谢您的参与和耐心等待。
8. 今年的美東福音營将改在綫上舉行。时间是 7 月 31 日和 8 月 1 日美东时间晚
上 7:30 - 9:30，講員是刘志雄弟兄，主题 : 穿越風暴。请为这个聚会祷告，形
式上雖有調整，但主的心意沒有改變。求神預備我們的心，按照神的吩咐，
把福音傳到萬民中。

回應詩歌

祝

4. 下周日（6/21），我们将在中英文堂的敬拜中举行六月圣餐。 我们还将通过
演示我们的线上演唱“祝福”来庆祝父亲节。 如果您已经受洗，请准备您的
心，简单的饼干和葡萄汁一起参加圣餐。

6. 为聘牧委员会（PSC）的不懈努力感谢主！ 我们的候选人李士彦弟兄与他的
妻子罗懿君姐妹（Joyce）一起在过去的两个周末已经见过各个团契小组。
PSC 将于本周日（6/14）举办“Townhall”会议，就有关聘牧流程的进行问答。
执委会正在完成剩余的几个步骤来促成最终的会众投票。请继续为上帝对李
弟兄及其家人，在我们教堂中的祝福以及上帝对我们所有人的智慧和奉献祈
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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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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四日上午十時
Chinese Sunday Worship 10 AM, June 14t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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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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为了应对 COVID-19 造成的异常情况，UConn 金融风险管理科为学生提供了
选择，例如 2020 年秋季开设在线课程，并将入学时间推迟。 因此，预计到
2020 年秋季可以亲自参加课程的新学生人数将会减少。请为 UConn 的宣道
（种子团契）及其同工祈祷，以使上帝带领他们照顾学生。
10. 为你们的慷慨感谢赞美主；我们的 COV19 救济基金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帮助有
需要的当地家庭，并帮助我们购买许多口罩祝福更多的人。 Martin 兄弟还从
威郡（Westchester County）获得了大量免费的洗手液，其中一部分正在提供
给 CACW 和 Ridgeway 的 Food Pantry 团队使用。 愿主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11. 中文堂的成人主日學課程在周日下午 1:30 繼續線上上課。 我們將在本週日開
始對申命記的學習。 星期二中午 12:00 還有一堂詩篇選讀的課程。 如果您有
興趣，請聯繫郭虹弟兄（guo_hong@hotmail.com)

二零二零年六月主題經文 馬太福音 6:24
Theme verse for June, 2020（Serve God Only）Matthew 6:24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
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瑪門：財利的意思）。
“No one can serve two masters, for either he will hate the one and love the other,
or he will be devoted to the one and despise the other. You cannot serve God and
money.

先求祂的國
Seek First His Kingdom

報告事項 （继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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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鄭俊璋弟兄將在下主日（六月二十一日）的中文堂傳講信息， Pastor Pablo
將在英文堂傳講信息。

代禱事項
1.

因着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死，请为上帝对我们国家的怜悯
祈祷。祈求上帝的和平，以及他的公平与公义。 （弥迦书 6：8）。

2.

请为嚴緻迴姊妹的家人祈祷。为丈夫 Charles，儿子 Sean 和女儿 Linda 祈求
上帝的力量和安慰。

3.

请继续为全球疫情祈求神的怜悯，特别为前线工人祈祷。为包括我们在内
的世界各地的教会祈祷，寻求圣灵引领我们知道如何服务一个受伤害的世
界和知道如何再次开放教会实地聚会。

4.

请为教会为李士彦弟兄正在进行的聘牧过程祈祷。祈求上帝让我们对李士
彦弟兄和 CACW 的旨意有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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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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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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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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