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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lliance Church of Westchester
中文主日崇拜 二零二二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十時
Chinese Sunday Worship 10 AM, October 16th, 2022

聚會前請安靜默禱 預備我們的心敬拜神
序

樂

宣

召

詩 篇 95:6-7a
6

來啊，我們要屈身敬拜，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下。7 因為他
是我們的神；我們是他草場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惟願你們今
天聽他的話：
默

報告事項

會

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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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將於星期日十月廿三日恢復主日午餐。我們已有二年多無法聚集一起午
餐。我們響往在每星期日聚會之後的交誼時间。希望你能在下午一時參加價
錢十分公道的美食，並有機會在午餐時間中互相問侯, 交流。（12 歲以上$4，
65 歲以上$3，5-11 歲$3. 笫一次來教會的新朋友，午餐免費）
4. 2022 秋季受洗從 10/16 開始報名，到 10/30 截止。欲參加受洗的信徒，請與牧
師聯繫。
5. 中文堂主日學新一季的課程將從 10/23 主日于 11：30 開始，在教會樓下交誼
廳，以實體的方式進行。這次主日學的課程是“彼得前書”，歡迎弟兄姐妹
一起來學習聖經真理。
6. 2022 年度的宣道周将于週六 10 月 29 日下午 4 點由 Achara 牧師開講，隨後在
5 點 30 分聚餐，(請帶上您的拿手的菜餚), 晚上 7 點由 Ed Stuart 牧師分享。他
也會在 10 月 30 日上午 10:00 時联合礼拜中讲道。兩位牧師都會在聚會结束后
与会眾交誼。這是一個了解我們傳教士的絕妙機會，可以更有效地為他們祈
禱。请计划参加这个實體的活动。

讚美崇拜*
牧

禱*

讀

經

羅馬書 12:9-21

7. 请为参加今年福音营慕道友的祷告。 愿上帝继续在他们心中工作，让他们能
够更多來認識耶稣！

講

道

作一個有愛的信徒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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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詩歌
奉獻禱告
歡迎與報告
三一頌*
祝

#536

福*

三疊阿們頌*
*會眾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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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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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李士彥牧師將在下主日（十月二十三日）的中文堂傳講信息，牧師將在英文
堂傳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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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Presider
Hymn Leader
Flower

十月十六日 Oct 16
李士彥牧師
丰濤
叶龙生 吴熙媛
赵维

十月二十三日 Oct 23
李士彥牧師
刘春霖
吕高飞 齐小天 郑赫
洪亮

二零二二年十月主題經文（宣教）詩篇 96:3
Theme verse for October, 2022（Missions）Psalm 96:3
在列邦中述說他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他的奇事！
Declare his glory among the nations, his marvelous works among all the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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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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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非常感谢 CACW 上周投票的會众，我们高兴地宣布提議的郭虹和陳德順已
确定为會眾代表，將與現任執委會代表和牧師們一起确定明年的執委會候
選人。 请大家为執委會和牧师们祷告， 求神引导，指引，和加强我们的教
会。

4.

请为受飓风伊恩影响的人祈祷——尤其是那些失去家人、家园的灾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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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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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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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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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相愛
Love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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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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