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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感谢赞美主 ! 李士彥弟兄已经接受教会邀聘他为中文堂牧师。请为李弟兄、他
的妻子罗懿君姊妹和他的家人在 8 月中旬开始他的事工准备祈祷。

聚會前請安靜默禱 預備我們的心敬拜神

3. 到昨天中午，一共 20 多个教会 1040 多人报名参加美東福音营（齐中 387 名福
音朋友），包括我们教会总共 56 人报名，其中 14 名福音朋友。我们希望大家
继续尽可能多地邀请福音朋友，不仅是本地的，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参加，
只要有 Zoom 就可以参加。聚会是 7 月 31 日和 8 月 1 日两个晚上 7:30-9:30（美
国东部时间），另外大会还特意为新决志的福音朋友安排了“新生命、新生
活”的专题讲座，在 8 月 2 日晚上 7:30-9:30。报名只需填姓名、性别、是否
基督徒和电子邮箱即可（如果不想填真实姓名，用字母代替也可以），以便
统计人数。聚会对福音朋友不收取任何费用，基督徒希望按自己的感动奉献
（请注明 2020 福音营）。报名请到教会网页上提供的 link，同时请通知马怡
男姐妹(nancyma0701@gmail.com)以便我们统计人数和跟进，或者告诉我们服
事小组一起报名也可以。

詩篇 99:1-3
耶和華作王；萬民當戰抖！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當動搖。 2
耶和華在錫安為大；他超乎萬民之上。 3 他們當稱讚他大而可畏
的名；他本為聖！

禱

讚美崇拜*

牧

1. 感謝今天上午陳信評弟兄弟兄中文堂的講道。求主祝福他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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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你是我的一切
我願觸動你心弦

禱*

4. 我们热切期待的暑期圣经营（VBC）将于今年夏天 8 月 4 日至 8 日 10:00 AM
– 11:30 AM 以网上型式举行，敬请万勿错过。这对于您在家中正感无聊的孩
子或孙子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享受欢乐和认识耶稣基督。请在
教会主页 https://www.cacw.org/ 或联系 Lian Lam 获取更多信息。注册网址为
www.CACW.org/VBC2020。
5. 我们現正计划于 9 月份在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下，重新开放教会作实体聚会，
并将继续为仍未准备重新聚会的会众们提供在线崇拜。 同时，我们将寻找方
法，鼓励大家維持联系和团契生活，以保持肢体们的团结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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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24:3-14, 24:21-24, 24:30-31, 4:23, 9:35

講

道

從瘟疫中看聖經對末世的啓示

6. 5 月的奉献收入为$28K，费用为$23K，有$5K 的盈余。 6 月的奉献收入为
$19K，费用为$20.5K，有$1K 的赤字，教堂至今的 YTD 赤字为$9K。

主是我萬有

7. 衷心感谢所有为教会的 COVID-19 救济基金捐款的人。 迄今为止，我们已超
过了$8080 美元。 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库存和分发防护口罩，还用于帮助一些
需要协助的当地家庭。 如果您知道我们会众或社区中有财务困难，请转告牧
师或执委会成员。

回應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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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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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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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很高兴地知悉多人为纪念最近离世亲爱的嚴緻迴姊妹作出了爱心奉献。按照
其家人的意愿，这笔献金已透过宣道總会的大使命基金分配给宣教事工。一
如既往，我们教会严格保密处理所有金錢捐献。但若您個人希望让王家人知
悉有关捐献，我们鼓励您与他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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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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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蘇宗文弟兄將在下主日（七月二十六日）上午中文崇拜傳講信息。

二零二零年七月主題經文 馬可福音 10:21
Theme verse for July, 2020（Treasure in Heaven）Mark 10:21
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
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Readfullchapter
And Jesus, (A)looking at him, (B)loved him, and said to him, “You lack one thing:
go, (C)sell all that you have and give to the poor, and you will have (D)treasure in
heaven; and come, follow me.” Read full chapter

先求祂的國
Seek First His Kingdom

代禱事項
1.

请为我们的国家和世界祈祷，政府和民众正在努力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诸
如法律、正义等问题。 愿上帝的心被显明，愿上帝的旨意成全。

2.

美東福音营的服事目前已经有闵光姐妹（负责福音资料、慕道友）、马怡
男姐妹（负责注册）和杨峰弟兄（负责技术）加入到福音营服事小组，我
们会利用每周三教会祷告会的时间，一起祷告并交通有关筹备工作，我们
欢迎有负担参与福音营服事的弟兄姐妹继续加入，我们共同学习，一起长
进。

3.

让我们恳切地为已注册参加福音营的福音朋友们祷告 : 『你们祈求，就给
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马太福音 7：7)

4.

教会的初步计划是在 9 月份开始恢复现场敬拜（同时也有在线敬拜）。请
为这个计划代祷求神赐下智慧，也帮助我们加强交通和联系。

5.

大多数在种子团契里的明年毕业学生将在暑假期间留在美国。请为他们的
安全和向耶和华的心祈祷。

6.

请为我们教会为 Port Chester 提供所需食物的持续努力祷告，包括我们正在
探讨与非营利组织“Feed Westchester”建立合作关系。

7.

请继续为失去了心爱妻子和母亲 Sharon 的 Charles, Sean 和 Linda 祈祷，愿
上帝的安慰和力量在他们一家中彰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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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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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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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