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1. 歡迎今天早晨叁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們, 愿您平安。 

2. 鼓勵弟兄姐妹們于秋季期間帶領家人、朋友、和鄰舍來到教會，參加實體的

主日崇拜。一同來敬拜神。願神得一切榮耀，愿弟兄姐妹和朋友們滿有屬天

的祝福和平安。 

3. 如果您是 CACW 的正式投票成员，请密切关注您的电子邮件收件箱。 今天或

明天，您将收到确认今年提名委员会的电子选票（该委员会将致力于确定明

年执委会的候选人）。  两位提议的会众成员郭虹和陈德顺将与两位执委会代

表和牧师一起同工。 请尽快回复并投票，在执委会执行重要决策之前，我们

需要大多数成员确认。 

4. 请为参加今年福音营的求知者祷告。  愿上帝继续在他们心中工作，让他们能

够更多的接近耶稣！ 

5. 教会根据最近的疫情狀況调整措施，开始实行在實體崇拜中自愿戴口罩。  如
果您在参加教会聚会后的  2 周内发现新冠病毒呈阳性，请您立即通知任何一

位牧师或執委會成员。  （我们會为您的姓名保密。）如果您有最轻微的症状，

也请留在家中。 

6. 中文福音班從六月五日開始，在主日敬拜後 11:30 AM 進行實體聚會，地點在

牧師樓一樓。福音主題有“到底有沒有神”、“聖經是否可靠”、“科學與

基督信仰”、“我是個罪人嗎”、“耶穌是誰” 等 10 個主題。歡迎弟兄姐妹

邀請朋友和家人們加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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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星期五晚上英语圣经学习将于 9 月 30 日开始，对 1 提摩太和 2 提摩太进行新

的学习。 我们将涵盖的主题有：纯正教义、教会领导、错误教导、个人纪律、

勇气和忠诚。 加入我们的 Zoom 或亲自来教堂。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发送电

子邮件至 cacwbiblestudy@gmail.com 

9. 李士彥牧師將在下主日（九月二十五日）的中文堂傳講信息，Pastor Alan將在

英文堂傳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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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前請安靜默禱 預備我們的心敬拜神 

 

序 樂  

  

宣 召 詩篇 86:8-10 
  

 8主啊，諸神之中沒有可比你的；你的作為也無可比。9主啊，你

所造的萬民都要來敬拜你；他們也要榮耀你的名。10因你為大，

且行奇妙的事；惟獨你是神。 
  

默 禱   

   

讚美崇拜* 

 
复兴主工歌   

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圣灵的江河 

   

牧 禱*   

   

讀 經   羅馬書 12:1-2 

   

講 道  蒙神喜悅的敬拜 

   

回應詩歌  充满我 

   

奉獻禱告   

   

歡迎與報告   

   

三一頌*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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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福*   

   

三疊阿們頌* #532  

 

 

 

*會眾起立 



 

代禱事項 

1. 請為教會的復興禱告。秋季期間，弟兄姐妹可以邀請不常來的家人、朋友、

和鄰舍，來到教會。將教會介紹給他們認識。也請禱告求神帶領新朋友來

到教會，一起敬拜，同心服事神的家。 

2. 請繼續為 Pablo 牧師和家人禱告求神引領方向並祝福他們。也請為青少年

事工牧者的遴選委員會禱告求主帶領他們尋找下一位牧者，讓我們一起來

信靠神的美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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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為許多基督徒弟兄姐妹禱告，他們在危險中要做鹽做光。 請俄烏

戰事早日平息禱告！ 

4. 請為將帶領周五下午為儿童重新啟動 JAM（“耶穌與我”）事工的團隊禱

告。也祈求參加的學生（和他們的家人）能通過這個事工與主更加親近。 

5. 請繼續為我們的食物儲藏禱告。我們感謝這项事工仍繼續成功地進行 , 特
別感謝新的同工。 我們在禱告中寻找用最好的方法來繼續向 Port Chester 社
區传递耶穌的愛。祈求神賜予領導和同工們智慧，創意和能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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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信徒裝備：請為 2022 上半年成人主日學《使徒行傳–福音的傳揚》已於

6/19 結束。請為接下來的主日學課程之安排預備代禱。 

8. 團契小組：暑期期間弟兄姐妹可以多多邀約慕道朋友和新朋友一起聚集活

動，彼此交誼，相互認識。也為團契組長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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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廣傳福音的源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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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請為 UConn 今年的新生禱告，願神開啟他們的心，使他們有機會多多參加

UConn 學生團契的聚會，並聽見福音和相信主耶穌是生命的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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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今年休假的 Bob 和 Molly 一家。 

 

 
 
 
 
 

彼此相愛 

Love One Another 
 
 
 
 
 
 
 
 
 
 
 
 
 
 
 
 
 
 
 
 
 
 
 
 
 
 
 
 
 
 

 

  

二零二二年九月主題經文（佈道）耶利米書 1:7 
Theme verse for September, 2022（Christian Outreach）Jeremiah 1:7 

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裡去，你都要

去；我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 
But the Lord said to me,“Do not say, ‘I am only a youth’;for to all to whom I 
send you, you shall go,andwhatever I command you, you shall s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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