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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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高兴有你和我们一起参加我们的 2023 主日崇拜。 愿上帝在今天和這一

年祝福您和您的家人！在新的一年裡，歡迎弟兄姐妹邀請朋友來教會，一起

來敬拜神並更多學習在基督裡的新生命。 

3. 今年的春季佈道會將在 2/25 週六晚 7 點舉行，教會邀請到基督使者協會 彭召

羊牧師作講員，這次佈道會題目是：活水的江河。歡迎弟兄姐妹為這次佈道

會的籌備，開始禱告並邀請尚未信主的家人、朋友、和鄰舍來參加這次佈道

會。教會在 2/25 也安排了 Potluck 晚餐一家一菜，時間是在 5：30 開始。 

4. 教會在 1/28， 2/4，2/11，和 2/18 週六早上 8 點有為佈道會設立的線上禱告會，

歡迎一同來參加。詳細網上 Zoom 的資訊將用電郵發出。 

5. 教會今年的主題是“廣傳福音 / Preach the gospel to all” (可 16:15)。 請代禱弟

兄姐妹們齊心努力，將主給我們傳福音的大使命，盡力傳揚。 

6. 李牧师还在恢复当中，今天还不能带领主日学。所以今天的主日学时间我们

一起在楼下来观看中国大陆的一部关于基督信仰如何在云南偏远山区苗寨里

传承的记录片“麦地冲的歌声”  来回应今年传讲福音的主题。这部纪录片真

实的记录了当年英国传教士伯格里创立苗文，编写苗文圣经，带领当地农民

的信仰以及基督信仰如何在百年间传承的历史。影片 11：30 开始，请大家留

步观看并参加讨论。. 

7. 教會已經恢復午餐提供，請弟兄姐妹在主日崇拜後留下參加午餐並一同交誼。  

8. 牧者會談： 李牧師在週三上午 10:30 至 12:00 ，可與弟兄姐妹交談和並為個人

的靈命、工作、生活一起禱告。歡迎弟兄姐妹們預約並和牧者交談。 

9. 呼召弟兄姐妹來事奉主！請在門廰桌上報名 2023 年中文堂的招待, 教会的祭

壇鮮花奉獻还有午餐的侍奉。 願上帝祝福你。 教会的关怀团队邀请您参加，

参与肢体关怀的服事，请联络郭虹弟兄 guo_hong@hotmail.com。 

10. 中南美洲聖經學院（ABS）使用中文和西班牙文，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培訓牧

師、教會建立者和傳教士。 ABS 由我們的首任牧师鄭貽富牧師領導。 ABS 急
需 5 萬美元用於修理屋頂和其他部分。 此外，設施維護、西班牙語學習計劃

和獎學金還需要 5 萬美元。 請按照主的帶領做出貢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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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李士彥牧師將在下主日（二月五日）的中文堂傳講信息，艾倫牧師將在英文

堂傳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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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unday Worship    10 AM, January 29th, 2023 
 

聚會前請安靜默禱 預備我們的心敬拜神 

 

序 樂  

  

宣 召 詩 篇 106:1-3 
  

 1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

遠長存！2誰能傳說耶和華的大能？誰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3凡

遵守公平﹔常行公義的，這人便為有福！ 
  

默 禱   

   

讚美崇拜*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每一天 我需要祢” 

   

牧 禱*   

   

讀 經   以弗所書 4:20-24，歌羅西書 3:5-10 

   

講 道  <<新年新氣象>> 

   

回應詩歌  “新的异象，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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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樂！ 祈求神更新我們教會这个大家庭，並幫助我們鼓勵不常來我們

教會的家人、朋友和鄰居加入我们。 願神使我們一起成長越來越有基督的

形像。 

2. 請继续为刚刚过世的吴以礼弟兄的家人祷告，祈求上帝提供安慰和希望，

并让他们知道祂的良善。 

3. 請為我們的牧師、執委會和各位同工祈禱—祈求在新的一年中有从神而来

的智慧和洞察力，以及忠實和良好地領導我們教會所需的所有恩賜。 

4. 李師母已經在 1/3 晚間搭機回台灣。感謝主！懿君師母的母親在 1/11 上

午再次做了接受耶穌基督的決志禱告。 這一次母親願意受洗歸入主的名下，

懿君師母問了三次，母親三次都回答願意，榮耀歸於神。師母的母親于

1/15 受洗歸入主的名下。也求主增加我母親的體重，使我的母親能夠有力。 

5. 请为我们的青年事工祷告—特別为聘牧委员会和同工祷告。为他们祈求智

慧、喜乐和力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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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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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加入 JAM 服事的弟兄姐妹，請與劉培苓姐妹聯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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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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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團契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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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請為今年暑期 7-8 月的泰國短宣禱告，Archara 牧師邀請本教會去泰國的

基督教學校向學生和家長們作宣教的工作。願這些小學生和家庭更多地認

識耶穌，聽到福音，願意相信接受主。 願神得著一切的榮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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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 和

Molly 一家、以及 Ed Stuart 牧师和他的事工 SALT (Support and 

Leadership Training)。 

 
 
 
 

廣傳福音 

Preach the gospel to all 
 
 
 
 
 
 
 
 
 
 
 
 
 
 
 
 
 
 
 
 
 
 
 
 
 
 
 
 
 
 

 

 

二零二三年一月主題經文（教會）以弗所書 3:10 
Theme verse for January, 2023（Church Commitment）Ephesians  3:10 

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so that through the church the manifoldwisdom of Godmight now be made known 
tothe rulers and authoritiesin the heavenly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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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Pastor:  Shyhyann Lee 李士彦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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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主日崇拜 上午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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