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二年教會主題： 
 

「以敬拜、服事和門徒訓練重建教會」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
喜悅的旨意。」－羅馬書十二章 2 

中文堂主日崇拜 
主曆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日上午十時正 

講員 熊金慶牧師 傳譯 方小紅傳道 
主席 關以信姊妹、李偉光弟兄、葉羅美鳳姊妹、蘇智聰弟兄(鋼琴) 

司事招待 黃黎佩儀姊妹、唐嘉麒弟兄、梁艷艷姊妹 
梅余麗明姊妹、梅奕安弟兄、李婉珊姊妹 

媒體/影音 丘灼明弟兄、吳文龍弟兄、胡應群弟兄、林瀚杰弟兄 

備心： 
宣召 --------------------------------------------------------------------------------- 眾立 
靜默 -------------------------------------主在聖殿中-------------------------------- 眾立 
認罪祈禱 -------------------------------------------------------------------------- 眾立 
敬拜： 
讚美 ---------------------- 獻給我天上的主 

平安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 眾立 

奉獻祈禱 --------------------------------------------------------------------------- 眾立 
家事分享及牧禱 ------------------------------------------------------ 熊金慶牧師 
靜聽神話： 
讀經 -------------------------- 使徒行傳四章 8-20 ---------------------- 眾坐 
講道 ---------------------- 神的工作非人能所阻擋 -------- 熊金慶牧師 
向神回應︰ 
回應 ----------------------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 眾坐 
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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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立 

祝福/差遣 -------------------------------------------------------------- 熊金慶牧師 
阿們頌 ---------- 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 眾立 

         紐約華人宣道會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of C&MA     



 

代禱事項 
I. 肢體 

a) 身體軟弱的肢體：熊師母的母親蔡姊妹、陳喜恩牧師、
葉祐漢弟兄、葉羅美鳳姊妹、黃華秀姊妹、黎郭淑嫻姊
妹、黎素鶯姊妹、阮長超弟兄、廖尹珮娟姊妹、朱淑怡
姊妹、王雪瑩姊妹、馮紹銘弟兄。 

b) 為自己每日有穩定的靈修時間禱告，為自己的家人守望
禱告，都能歸向耶穌並活出基督。 

c) 為處在困境及身心靈有難處的肢體/家庭禱告，尤其是待
業者，求主早日開路，並主的榮耀在每個家庭中得到彰
顯。 

d) 求主繼續挑旺禱告的靈，使各人經歷屬靈的復興！ 
II. 教會事工 

a) 教會本年異象：「以敬拜、服事和門徒訓練重建教會」，
請為來年的事工安排禱告，求主引導眾教牧同工、理事、
執事和各項事工部同工，以謙卑合一的心到主跟前，尋
求祂的旨意。。 

b) 請為每星期日的崇拜安排代禱，求主教導我們以心靈和
誠實敬拜讚美主。 

c) 請為每週的網上事工：查經小組、門訓訓練、讀經計劃、
靈旅小組、祈禱會和各部門會議代禱。 

d) 請為華宣教室的社區拓展教育事工，為網上課程和下午
在教會的實體課後班祈禱。 

e) 請為三福學員代禱，求主使用他們。 

筆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宣教事工 
a) 請為梁展誠牧師在巴拿馬的事奉代禱，供應他身心靈的

一切所需，願主使用，請到教會網頁查看梁展誠牧師最
新的代禱信。 

b) 請為巴拿馬靈豐堂事工發展的需要代禱，特別是第二代
西語牧養工作，他們正在祈禱物色西語牧者。 

c) 請為巴西金邊市宣道會已開始實體崇拜代禱，求主引領。 
d) 請為差傳部每週在巴西金邊市宣道會及巴拿馬牛口省、

奇特利宣道會舉行的查經聚會代禱，願主使用。 
e) 請為本堂的西語查經小組禱告 (蔡亦聰弟兄)，求主賜福

帶領，供應他們一切所需, 以聖經真理建立門徒。 
IV. 請為逐漸需要重返辦公室工作，並在尋代工作的肢體代禱。 
V. 請為紐約市祈禱：為新選出的紐約市市長和各官員禱告，

求主拯救、醫治，復興這地。  



會 務 報 告 
1. 歡迎各位與我們一同崇拜！如果您是新朋友，邀請

您到教會網站留下資料，讓我們能更多認識您。請
用禱告記念教牧同工、各領袖們和眾事奉同工，存
謙卑合一的心，依靠聖靈的帶領事奉主。願上帝親
自引領祂自己的教會。如有任何需要，可與關顧部
同工或教牧同工聯絡。 

2. 新春佈道會於 2/5(星期六)晚上八時正在網上舉行，
主題是「尋找穩妥的平安」，講員是馬鴻磊牧師，
歡迎弟兄姊妹踴躍邀請親友參與，有關詳情請留意
本會網頁。 

3. 水禮及轉會課程如有弟兄姊妹有意在四月份參與水
禮或轉會，請與熊金慶牧師聯絡。 

4. 宣道總會祈禱會宣道總會的四十天祈禱會已開始至
2/10，新的一年開始，我們除了彼此恭賀祝福，會否
希望自己的屬靈生命有所改變，和神建立更密切的
關係？今年的主題是對基督的覺醒。40 天靈修禱告
的重點，是讓我們注目於耶穌，記住祂是誰，祂做
了什麼，祂要我們做什麼，以及祂將來會做什麼，
請同心將新一年奉獻給神，但願大家在新的一年裡，
都能遇見神，有關禱告資料，請參閱教會網頁。
https://bit.ly/34nkkWS 

5. 兒童事工 
a) 兒童主日學部現需要義工在主日學進行期間協助

教學和不同事務，請弟兄姊妹聯絡兒童主日學 
cssnycac3stone@gmail.com。 

b) 每月第一及第三週六上午十時有恆常祈禱會，誠
邀弟兄姊妹一同參加，彼此支持，同心仰望主，
詳情請聯絡 nycac.css@gmail.com。 

6. 華宣教室誠請各弟兄姊妹為華宣教室事工祈禱，求
神繼續使用華宣教室成為祝福社區的橋樑，透過教
學，使未信的人有機會進入教會認識主，從而得着
拯救，得着永生，如想了解有關課程，請到以下連
結查看。 
https://bit.ly/39imxSY 



7. 肢體龍繼昌弟兄的父親龍世雄弟兄已於上週一安息
主懷，今日中午十二時至一時半在華永生殯儀館舉
行追思會，並於明早出殯安葬，弟兄姊妹可以用網
上形式參與今日的追思會，求主安慰他的家人。 
Zoom ID : 812 2030 9623 
密碼 : 500571 

8. 重啟委員會通知鑑於 COVID-19 Omicron Variant 的擴
散，我們希望謹慎保護我們的會眾，重啟委員會建
議如下： 
a) 主日和各項崇拜、主日學活動將繼續進行，參與

教會活動的人士任何時候必須戴上口罩和保持社
交距離，並遵守各項預防措施，如洗手和使用消
毒劑。 

b) 可在教會設施內進行小型聚餐。 
c) 鼓勵每個人接種 COVID-19 疫苗加強針劑(Booster)，

以產生更高的抗體水平和免疫力。 
d) 如曾與 COVID-19 已確診者有密切接觸(距離小於 6 

英尺並超過 15 分鐘)，請從速進行 COVID-19 檢測。 
e) 如您是 COVID-19 確診者，請從速聯絡曾與您有密

切接觸者，並知會本會及自我隔離五日，如您已
康復，可回教會聚會，但任何時候都必須戴上口
罩。 

f) 如感到身體不適或呈現 COVID-19 相關徵狀或接觸
過陽性病例，請多注意身體狀況並留在家中休息。 

9. 中文部的實體主日崇拜於早上十時舉行，實體主日
崇拜指引如下: 
a) 請預早到達教會，請勿遲到，以便安排座位並備

心敬拜。 
b) 奉獻可投進禮堂出入口的奉獻箱內。 
c) 到達教會時，在教會內請戴上口罩，並保持適當

的社交距離。 
d) 若感到不適，請留在家中休息。 
有關詳情請參閱教會網頁：「教會全面重啟指引」。 



  
 

 

 

 

 

 

 

英文堂

及青少年

常費 23,159.40 34,752.65

大使命 10.00 584.50

差傳 202.00

建堂 25.00 125.00

其他 0.00

合計 23,194.40 35,664.15

574.50

202.00
100.00

12,469.75

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奉獻

每週預算需要: $24,740.00

合計中文堂
主日崇拜

11,59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