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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lliance Church of Westch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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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三日上午十時
Chinese Sunday Worship 10 AM, September 13th, 2020

2. 感谢陈博士今天的英文讲道，求主祝福他和他的事工。

聚會前請安靜默禱 預備我們的心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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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人以探的訓誨詩。）我要歌唱耶和華的慈愛，直到永
遠；我要用口將你的信實傳與萬代。 2 因我曾說：你的慈悲必建
立到永遠；你的信實必堅立在天上。52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直
到永遠。阿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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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姊妹会将通过 Zoom 于 9/16 星期三 9：30 AM 恢复其每两周一次的聚会。主题
是雅各书，这为基督教徒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敬虔的智慧。我们期待着有很多
姊妹加入。 请联系周少文姊妹(Maria Chow)（allansmaria@hotmail.com）了解
更多信息。 ”

8. 我们每周的祷告会继续在周三晚上八点通过 ZOOM 举行。如果你想为世界教
会，教友或是自己祷告，请联系任何一位牧师获取 ZOOM 的参与方式。

歡迎與報告

祝

4. 请大家留意 9 月开始的新中文主日学课程。《教牧書信》由李士彦牧师带领，
江伊凡弟兄辅助，9 月 13 日起，每主日下午 1：00 通过 Zoom 在线上进行。
《小組同工培訓》有李士彦牧师和罗懿君师母带领，9 月 16 日起每隔一周的
周三晚 6：30 通过 Zoom 进行。以上两堂主日学的 Zoom 链接已发到各位电子
邮箱，如需要也可同郭虹弟兄联系，guo_hong@hotmail.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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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主日学安排在计划中。

7. 在下周日（9/20）的在线崇拜中，我们将守圣餐。如果您是已受洗的基督徒
并想参与，请提前准备少量的果汁和面包（如葡萄汁和面包或無酵薄餅是理
想的选择）。我们非常期待大家一起領守主餐。

回應詩歌

三一頌*

3. 我们正继续调节策略，以努力重新开放教会。 9 月份会众将继续在网上參加
敬拜，但帶领敬拜者和助手们将聚集在 CACW 进行现场录制然后进行广播，
此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将逐步进行更全面的重新开放。正当我们尋
求未来几周和几个月的最佳方案期间，非常感谢您的祷告和配合！

5. 感谢主的帶領，同工会推荐了兩位会众代表 (Ruth Chan、任德行) 组成新同工
提名委員会。会众投票将于 9 月 16 日中午至 19 日中午通过电子方式进行，以
确认任命。电子选票将于 9 月 16 日（星期三）从 ElectionBuddy 发送. 此外，
活跃成员也可以提名其他成员，但也须通过会众投票确认。如果您想提名某
人，请给培源姊妹在 9 月 13 日之前发送电子邮件并 cc 被提名人。 请為今年
的提名委員会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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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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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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士彥牧師將在下主日（九月二十日）的中文堂傳講信息，Pastor Alan 將在英
文堂傳講信息。

二零二零年九月主題經文 約翰福音 3:3
Theme verse for September, 2020（Born Again）John 3:3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Jesus answered him,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 unless one isbornagain he cannotsee
the kingdom of God.”

代禱事項
1.

请为教会领袖们祈求智慧, 让他们能筹划出重新举行实体聚会的合適方案
和時间。在这个陌生和充满挑战的時刻，请为教会的重新得力和团結合一
来祷告。

2.

随着秋季学期的临近，请为我们当中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新挑战的老师和
学生们祈祷, 尤其为那些需要实地上课群体们的安全和健康祷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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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生将
回到中国，以远程学习方式完成秋季学期。请为他们的安全和向耶和华的
心祈祷。

4.

今年，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教会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而不得不取消计划中
的短宣活动。位于厄瓜多尔以接待各教会作为收入的 Envision 组织，正在
承受财务上的困难, 依賴他们服务的贫困社区也由于缺乏外部帮助而遭受
困苦。请在祷告中记念他们的需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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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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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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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求祂的國
Seek First His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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