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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lliance Church of Westchester
中文主日崇拜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十時
Chinese Sunday Worship 10 AM, June 12th, 2022

聚會前請安靜默禱 預備我們的心敬拜神
序

樂

宣

召

詩篇 35:18, 27-28
我在大會中要稱謝你，在眾民中要讚美你。27 願那喜悅我冤屈
得伸的歡呼快樂；願他們常說：當尊耶和華為大！耶和華喜悅
他的僕人平安。28 我的舌頭要終日論說你的公義，時常讚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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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

讀

經

希伯來書 2:3-4,9-10,16-18

講

道

亂世警戒一：不要忽略主的救恩

回應詩歌

#536

福*

*會眾起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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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懿君師母接受 AiMu 洪師母的邀請，將於 7/11–7/23 參加中東穆斯林訪宣。
此次訪宣的對象是向在黎巴嫩和約旦的敘利亞難民 (穆斯林群體)，實地考察
宣教禾場。請代禱懿君師母的旅途平安、有神的同在！懿君師母感謝弟兄姐
妹在短宣金錢的支持，目前已經酬得款項。

9. 青少年團契在六月将开始主题是“性教育”的主日学课程，由 Elissa Lin Rathe
和 Pablo 牧师带领。 我们鼓励所有年轻人加入我们, 一起學習這個重要的課題.

歡迎與報告

三疊阿們頌*

4. 中文福音班從六月五日开始，在主日敬拜后 11:30 AM 进行实体聚会，地点在
牧师楼二楼。福音主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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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弟兄姐妹
邀請朋友和家人們加入。

8. 请支持青少年参加今年 LIFE 会议的最后一個筹款活动，是 6 月底之前結束的
信封袋募款活动。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 Pablo 牧师。

奉獻禱告

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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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在當天要受洗的叁與者(可能有八位!）禱告，願
他們預備好並有堅定的信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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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崇拜*

三一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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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会將於 7 月 23 日晚上 5 奌到 8 奌為保羅牧師和家人舉辨一個歡送會。請大
家預留日子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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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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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22 年度 “ 使命：深海” 的暑期聖經營活動將在八月二日到八月六日舉行。
（周二至周五：7pm-9pm，周六：9:30am- 下午 1:30 和烧烤午餐）。我們鼓勵
3-12 岁的兒童報名參加這個精彩的活動。今年的活动将在教堂举行，参与者
需戴着口罩。 網上的報名地址是：www.cacw.org/VBS2022. 我们还邀请教会
每一位成为 VBC 团队的一员。如果您願意幫忙或者有任何問題可以和劉戀姐
妹聯繫。
11. 英文查經班(EBS)将从 6/10 开始一个新的課程。 主题是约翰福音 3:16。 让我
们重新发现这节通常被称为“小福音”的经文。欢迎歡迎大家參加。 每周五
晚上 7:45 通过 Zoom 聚會。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 cacwbiblestudy@gmail.com。
12. 李士彥牧師將在下主日（六月十九日）上午中文堂崇拜傳講信息。 Alan 牧師
將在英文堂傳講信息。

二零二二年六月主題經文（敬拜）詩篇 73:25
Theme verse for June, 2022（Worship）Psalm 73:25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
Whom have I in heaven but you? And there is nothing on earth that I desire besides
you.

代禱事項
1.

請為我們的國家正在槍枝暴力的這問題中的掙扎來禱告。請為德州烏瓦德
鎮的小學槍殺案件失去孩子的家庭禱告。請為該地和別處因此事件而感到
恐懼和焦慮的年輕人禱告。祈求神施憐憫以各種方式來安慰、鼓勵和保護，
並且扼止這個破碎的世界裏的仇恨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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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e Young 姐妹的弟弟 Russell Chen 最近離世與主同在. 請為 Russell 家人
禱告, 求神安慰和幫助他們經歷哀悼和憂傷. 也請求主安慰 Grace 並醫治她
在這段時間內經歴的壓力頭痛. 讓我們祈求主恩手安慰並賜平安給 Grace 和
她的家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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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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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請為懿君師母的中東穆斯林訪宣代禱、特别祈祷上帝会在她离开之前解决
她的牙齿状况, 使她不会因此而分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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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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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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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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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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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相愛
Love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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