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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lliance Church of Westchester
中文主日崇拜 二零二二年五月八日上午十時
Chinese Sunday Worship 10 AM, May 8th, 2022

聚會前請安靜默禱 預備我們的心敬拜神
序

樂

宣

召

詩篇 67: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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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神啊，願列邦稱讚你！願萬民
都稱讚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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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

讚美崇拜*
牧

禱*

讀

經

撒上 2:1-10

講

道

母親節信息：哈拿之歌

奉獻禱告
歡迎與報告
#536

福*

三疊阿們頌*
*會眾起立

2. 教會每年一度的教會野餐將在 6 月 18 號 Holmes Retreat Center 舉行，請預留日
期！更請大家積極去邀請家人和朋友來參與這個美好的團體活動，今年的野
餐還有特別的湖中洗禮！希望大家多多參與和支持！
3. 2022 年亞裔傳統節將於週六 6/4，中午至下午 6 點，在 Kensico Dam Plaza 大
壩廣場舉行。 有很多有趣的活動，我們的教會將設有一個攤位供分享和外展。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社區活動，我們邀請您和您的家人參加 - 無論您能在那裡多
久。 請聯繫 Lian Lam 姐妹加入我們教會的外展團隊。
4. 教會在五月份將有會員班。已經受洗的基督徒願意加入威郡華人宣道會大家
庭成為會員，請于 5/7 日前與牧師聯繫。
5. 许多兄弟姐妹想知道如何能伸出援手帮助乌克兰受伤和流离失所的人们。 宣
道会的縂会已经设立了一个基金。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并希望捐赠，请访
问以下网站链接：https://cmalliance.org/ukraine-russia-conflict-response/。

7. 中文福音班： 每主日晚上七點半，有主题福音课程，通过“到底有没有神”、
“圣经是否可靠”、“科学与基督信仰”、“我是个罪人吗”、“耶稣是谁”
等 10 个主题来宣讲主的福音。歡迎弟兄姐妹邀請朋友和家人們隨時加入，参
加方式见有关主日学的报告。
8. 中文主日學已從 1/23 主日在線上開始，課程是《使徒行傳》，由使徒行傳來
看福音如何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传向亚细亚和欧洲，以及如何將福音傳回
耶路撒冷。

回應詩歌

祝

1. 歡迎今天早晨叁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們, 愿你平安。

6. 教會正繼續關注並為每位會眾的健康禱告。如果您參加任何本教會聚會後 2
週內發現自己是 COVID 陽性，請立即通知牧師或執委会同工。（我們會對您
的姓名保密，也將採取適當的措施。）同时，也要求任何接觸过檢測陽性者，
監測自己的狀况並事先通知牧師，即使有最輕微的症狀，也不要參加實體崇
拜。在教会区域请戴口罩，並儘可能保持社交距離。

禱

三一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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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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成人主日學校將於本週日開始由 Max Lucado 撰寫的新系列學習 - More to
your story。 在這六節視頻課程中，Max Lucado 將引導您了解新約中的事件，
向您展示您的故事比您想像的要多。 每週日上午 10 點—牧师楼或 Zoom。歡
迎大家參與。 請聯繫 Jane Chan 了解更多詳情。
10. 教會禱告會：每周三晚上八点通過 ZOOM 舉行。 神的殿是禱告的殿，弟兄姐
妹們請多多參加，在禱告中經歷神的奇妙大能！请联系任何一位牧师获取
ZOOM 信息。 中文禱告會在每月的第二個週三將為關懷事工和團契小組禱告、
第四個週三為宣教福音事工和宣教士禱告，歡迎大家一起来為個人和神的家
來祈禱。
11. 教會的青年团契将在未来几周开始为 LIFE Conference 筹款。 请您为参加这次
会议的学生和同工祷告。
12. 李士彦牧師將在下主日（五月十五日）上午中文堂崇拜傳講信息。 Alan 牧師
將在英文堂傳講信息。

二零二二年五月主題經文（靈修）羅馬書 14:8
Theme verse for May, 2022（Devotional Life）Romans 14:8
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
主的人。
For if we live, we live to the Lord, and if we die, we die to the Lord. So then,whether
we live or whether we die, we are the Lord's.

代禱事項
1.

Pablo 牧師將於七月底離開 CACW 大家庭. 當 Pablo 牧師和他家人在尋求神
帶領前面道路時, 請為他們禱告求神引領方向並祝福他們. 也為我們教會青
少年事工継續興旺禱告 , 求主帶領我們尋找下一位帶領青少年事工的牧者 .
讓我們一起來信靠神的美善.

2.

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事還在持續中。請為在烏克蘭的衝突祈求神的恩典及
和平。 請為逃離家鄉的難民和決心留下的人民禱告。也為許多基督徒弟兄
姐妹禱告，他們在危險中要做鹽做光。 請禱告這俄烏戰事早日平息！

3.

请为即将到来的教會野餐（6 月 18 日）祈祷——尤其是为将参加教會首次
户外洗礼的年青人祈祷！

4.

請為弟兄姐妹歸回教會禱告。 目前許多公司、商場、學校已經開放，教會
歡迎大家一起歸回敬拜。如果弟兄姐妹有身體不適，可以在家參與網上崇
拜。

5.

家庭子女：請為教會中在上大學、高中、中學、小學、和幼兒班的孩子們
禱告。求神保守這些孩子們上下學的出入平安。目前正在流行的 Omicron
和 Delta 病毒，不能侵害到教會的孩童。懇求神賜下保護給這些孩子們和
家長。

6.

信徒裝備：請為 2022 年成人主日學代禱。從 1/23 起新一季的主日學即將開
始，這門主日學是《使徒行傳–福音的傳揚》。使徒行傳又稱之為聖靈行
傳，如今聖靈仍然帶領傳福音的工作。請代禱弟兄姐妹能明瞭使徒與門徒
們傳福音的腳踪和聖靈的工作，以及弟兄姐妹們成為福音的使者。

7.

團契小組：请为各个團契小组禱告，使各團契能有新人加入。也為團契的
小組長禱告，求神賜給他们智慧、有力量，帶領這些小組，使這些小组成
為彼此相愛，相互交通和廣傳福音的源頭。 團契也藉著佈道會多多邀請福
音朋友來參加。

8.

求神保守洪詩慕（Lily Horng）師母和她的團隊在穆斯林群體中間的工作，
也求神保守威郡華人宣道會的弟兄姐妹能對本地穆斯林的福音工作有多多
禱告和參與，以及支持洪師母的工作。將福音傳遍全地，穆斯林群體是一
個重要的福音對象。

9.

感谢神在 UConn 事工中所做的大工，请继续代禱，求神開啟更多學生的心，
使他們心中有渴慕來認識父神和主耶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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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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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lliance Church of Westchester
59 Glen Avenue, Port Chester, NY 10573
(914) 937-8931
www.cacw.org
Chinese Pastor: Shyhyann Lee
李士彦牧師
English Pastor: Alan Rathe Youth Pastor: Pablo Garcia
中文主日崇拜
上午十時
English Worship
11:3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