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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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時
Chinese Sunday Worship 10 AM, November 29th, 2020

2. 请大家继续为教会的“重启”祷告，使我们所决定的符合神的心意并有益于
弟兄姐妹。教会将随时向会众更新有关情况。

聚會前請安靜默禱 預備我們的心敬拜神

3. 十一月是感恩的季节，懇请教会和弟兄姐妹们多多数算神的恩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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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13:1-3
113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耶和華的僕人啊，你們要讚美，讚美耶
和華。 2 願耶和華的名受稱頌，從現在直到永遠！ 3 從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處，普世都應當讚美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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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8:37-9:4; 11:3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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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聽神講的故事 - 在聖經裡

回應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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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真偉大

奉獻禱告
歡迎與報告
三一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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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三疊阿們頌*
*會眾起立

4. 我们将于 12 月 2 日中午至 5 日中午通过电子方式, 确认 6 位 2021 执委会同工
候选人, Jim Anderson (文書)、林志權 (助理財務)、劉春霖 (總务)，施順川 (敬
拜)，邱武傑 (宣教), 閔光 ( 关怀)。电子选票将于 1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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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8 日之前发送电子邮件并
cc 被提名人。 请為会众投票过程祷告。
5. 今年的會員大會將於 12 月 6 日下午 2:00 通过 zoom 举行，屆時將审查明年的
財務預算, 并报告会众投票确认明年同工的结果。執委會亦會簡單介紹今年度
幾項比較突出的事工。請本教會會員留步參加，教會的事工需要您的參與。

讚美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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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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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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1/14 有数位教会弟兄姐妹跟随徐爱梅（Sarah Hui）宣教士到 Paterson, NJ，去
实地探访、与当地穆斯林交谈、去商家体验异国文化和与其他客人交流。
Paterson 当地有许多来自巴勒斯坦和土耳其的穆斯林。 求神兴起弟兄姐妹来参
与这本地跨文化的穆斯林宣教事工，包括：祷告、走祷、探访、建立朋友关
系、爱他们、提供帮助、等等。
7. 两周前有兩位姐妹顺利完成受浸礼，感谢神将福音的果子赐给教会。这两位
姐妹委身于基督、让主耶稣掌管她们的一生，荣耀归于三一神。求神继续使
用 CACW 弟兄姐妹在这乱世中，传扬神的福音，引入归主，让福音工作不间
断，教会发光在这世代。
8. 我们鼓励各查经班和团契（"生命小组"）的成员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从聚会
中抽出时间来分享神的恩典。 虽然在 2020 年有疫情大流行，但神的恩典仍然
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愿每一位神儿女都数算神恩，并感恩於神的保护与带
领。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著智慧的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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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李士彥牧師將在下主日（十二月六日）的中文堂傳講信息，Pastor Alan 將在英
文堂傳講信息。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主題經文 路加福音 13:29
Theme verse for November, 2020（All Come to the Kingdom）Luke 13:29
從東、從西、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裡坐席。
Andpeople will come from east and west, and from north and south, andrecline at
table in the kingdom of God.

代禱事項
1.

请继续为我们的国家和世界祈祷，面临诸多分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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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意志成全。

2.

为我们在欢迎新来者并将他们与我们教会的生活和事工建立良好联系方面
所做的努力祈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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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保守每一位学员都有得着，愿万事互相
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得荣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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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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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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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感谢神 Pablo 牧师和他太太 Kim 迎来他们的女儿 Leilani。请继续为他们祷
告，求神保守 Kim 身体恢复，使他们蒙神恩典并有智慧初为父母。

8.

请继续为曼哈顿的中华纯正浸信会（在我们教会成长起来的 Kevin Liu 在该
教会担任英文牧师）牧师 Issac Ngai 的妻子 Vivien 祷告。虽然她已出院回
家，但状况仍不明朗，时常还有脑部出血。祈求上帝使 Vivien 恢复，为他
们家庭和教会的祷告，为 Kevin 在这种情况下要承担更多的牧会责任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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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求祂的國
Seek First His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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