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短信含兩部分：（部分修改了，重複請見諒 😊） 

（a）在綫電話敬拜貼士— 新電話號碼和代碼 712-770-5024，按入 820627 加 

“井”字就可 

（b）星期天的敬拜程序細節。 

謝謝大家參與。禱告求主活躍教會事奉主。 

 
 
 
 

4 月 19 日粵語敬拜 — 復活節後第一主日 

• 新： 

 敬拜上午 9:30 開始，可以 9:00 時開始撥打。請在 9:25 時前進入群

裡。 

 9:28 時主播會靜音手機，崇拜開始。 

 可使用耳機或按電話擴音功能提高收聽效果。 

 鼓勵兄弟姊妹聚會前先在家閱讀經文、聽聽要唱的詩歌、準備好歌曲

視頻等，使崇拜更得益。 

 奉獻：可以以郵寄支票或銀行轉賬，以及通過 Pay Pal 的方式支持教

會目前的開支。奉獻支票的擡頭是：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500 I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001。也可保存好，留待教堂重新開放時

全部一起帶到教會。 

 在宅家的這段時間粵語在綫禱告會是每星期日和星期三晚上 7:45 時開

始。弟兄姊妹可邀請你的屬靈夥伴一起在這段時間上線禱告，為教會

或個人或親友的需要一起祈禱。同一個電話號碼和代碼。歡迎加入禱

告行列，天上的父在等待您。 

 華盛頓特區市長及維、馬兩州長星期三宣布家居封鎖日期延長至 5 到

6 月。在線敬拜和團契將延續多些日子。如果你有建議如何加強弟兄

姊妹之間的交流，請分享。 

 是的，我們將在五月重新開始每月第二星期六提摩太小組粵語團契

查。祈禱有神的祝福。 

• 請用手機撥電話 712-770-5024，按入密碼 820627 加 “井”字就可。 



• 少數電話公司會收費，例如 T Mobil。有人詢問發現收費是每分鐘 1 美

分，就是說每小時 6 角。希望它不會阻止兄弟姊妹加入崇拜。我們將繼

續改善線上溝通（電話，以後電腦?），使敬拜和團契更豐美。 

• 方便的話，請靜音你的手機。敬拜期間必要時，主播會用電腦靜音手機。

敬拜之前和之後時間大家可以在線上與其他人聊天。 

• 需要說話時，請講慢一點，靠近手機說大聲一點，這樣，聲音傳輸將更清

晰。 

• 敬拜時，你可以一方面聽電話，一方面看事先放在 WhatsApp 群裡的敬拜

順序，如果不知道怎麼做，請告訴我。你也可以一方面聽電話，一方面使

用電腦或電話上 CCC 教會的網站看同樣的敬拜順序。 

• 如果你不在 WhatsApp 群中，但想你手機事先收到敬拜順序通知，也請告

訴我，下次會將程序轉發給你。 

• 華樂大廈和一些會友會提前（星期六）收到一份敬拜程序。感謝上帝，有

一青年人願意替我們發送。 

• 一些禱告項目（教會網站有更多資訊）： 

a) 疫情前線人員，在 CCC 教會圈子裡，有超過 80 多人在前線工作，從醫

療到警察執法人員到餐館到超市等。為大華府地區和美國祈禱，讓國

家、教會謙卑在上帝面前。 

b) 繼續感恩祈禱為 Kan 確診（Mary 和 Lynn 在紐約的妹夫），Jeremy Wong

的父親確診，Steve Leung 確診（Kam and Young 在紐約的女婿），國語

堂陳梟爸爸陳秋平在紐約有咳嗽（還在家隔離），三藩市 Helen 陳師母

中風康復並陳牧師身體健康等。求上帝醫治和憐憫。感謝上帝他們都有

進步。也記念失業者，苦苦掙扎中的大小商家，焦慮恐懼的心等。 

c) 教會在世上為耶穌發光，我們能更多做些什麼？如有建議，請分享。 

d) 廖李美寶姊妹上週五 4 月 17 日安葬 Fairfax Memorial Funeral Home 陵

園。7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

經守住了。8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摩

太後書 4:7-8） 

• 歡迎大家參加、攜朋帶友！神與你一起、祝福你！ 
 
 

  



復活節後第一主日 

崇拜順序 ORDER OF WORSHIP 

 

默禱、詩歌《永恆的呼聲 The Call of Eternity》Adriano 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p8pzTbVLD4 

 在世上   有幾多歡笑，能令你    安心永久， 

試問    誰能支配將來，永遠不必掛憂， 

名和利，那天可足夠，難令你安心永久， 

試問    誰能擁有一切，明白眼前的不可永守。 

人世間變幻，無窮變幻，今朝多少光彩    在他朝失去未會歸還， 

唯有用信念，憑信念，方可以領受永恆，讓安息快樂滿心間。 

 在世上    有幾多爭鬥，時日過    血淚仍舊， 

試問    何時得到安寧，永遠不必掛憂， 

理想    那天可足夠，時日過    美夢仍舊， 

試問    誰能擁有一切，明白歲月偏不可永久， 

人世間變幻，無窮變幻，今朝多少光彩    在他朝失去未會歸還， 

唯有用信念，憑信念，方可以領受永恆，讓安息快樂滿心間。 

人世間變幻，無窮變幻，今朝多少光彩    在他朝失去未會歸還， 

唯有用信念，憑信念，方可以領受永恆，讓安息快樂滿心間。 

耶穌     基督    就是永  恆  的  呼  聲。 

 

宣召經文：詩篇 118:1-2, 14-24 節選（王留芬讀，大家聽；讀完了大家以《主

禱文》頌禱上帝面前。其他電話靜音。） 

• 弟兄姊妹，你們要稱謝復活主，因祂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復活主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的詩歌，祂也成了我們的拯救！ 

祂雖嚴嚴地懲治我們，卻未曾將我們交於死亡。 

祂給我們敞開義的門，我們要進去稱謝我們的神！ 

我們要傳揚神祢的作為，因為我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 

我們要稱謝神祢的恩典，因為祢已經應允我們，拯救了我們！ 

這是主耶穌基督復活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p8pzTbVLD4


• 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無

窮盡。阿們。 

• 《主禱文》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願祢

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

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阿們！ 

 

禱告（Mary 帶領，電話靜音）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24:1-12（Wai Tsun 讀，大家聽；電話靜音） 

• 《耶穌復活》1 七日的頭一日，黎明的時候，那些婦女帶著所預備的香料來

到墳墓前，2 看見石頭已經從墳墓滾開了，3 她們就進去，只是不見主耶穌

的身體。4 正在猜疑之間，忽然有兩個人站在旁邊，衣服放光。5 婦女們驚

怕，將臉伏地。那兩個人就對她們說：「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6 他不

在這裏，已經復活了。當記念他還在加利利的時候怎樣告訴你們，7 說：

『人子必須被交在罪人手裏，釘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復活。』」8 她們就想

起耶穌的話來，9 便從墳墓那裏回去，把這一切的事告訴十一個使徒和其餘

的人。10 那告訴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馬利亞和約亞拿，並雅各的母親馬利

亞，還有與她們在一處的婦女。11 她們這些話，使徒以為是胡言，就不相

信。12 彼得起來，跑到墳墓前，低頭往裏看，見細麻布獨在一處，就回去

了，心裏希奇所成的事。 
 

靈命雞湯：《主的復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恩典 Resurrection and Grace 

Surprising》（CK） 

 

詩歌《奇妙十架 When 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e1MZ0Hep4（音樂伴奏，粵譯歌詞版） 

• 1. 虔誠仰瞻十架光輝    基督願意釘架代死     

世界富足全數漠視    心中驕氣已早捨棄  



• 2. 我要靠主莫再矜誇    獨願頌讚誇祢代死     

過往愛戀沉醉玩物    因主寶血放低一切 

• 3. 痛看祢手和腳並額    代負罪債主愛溢出     

愛與痛苦十架交織    荊棘竟變榮美冠冕 

• 4. 縱有全部財勢掌管    亦未及祢拯救大恩     

愛似海深神聖浩瀚    身體心意向主皆獻… 

身體心意向主皆獻 

 

同心祈禱、讚美（CK，此時電話靜音） 

 

詩歌《對我述說耶穌的故事 Tell Me The Story Of Jesus》（歌詞略有異於傳統

版本，此時電話靜音）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VBu0QC4H6M 

• 1. 主的一切，願記於心，深印我心不褪色 

讓我靜聽瑰寶故事，最甜是祂的故事 

天使是怎麼高聲唱，慶祂親降這世上： 

「但願榮歸高天主宰！賜平安給予眾生」 

主的一切，願記於心，深印我心不褪色 

讓我靜聽瑰寶故事，最甜是祂的故事 

• 2. 釘身寶架，受痛﹑屈辱，聽進我深心坎中 

墓穴內葬，降於陰間，光榮復生顯大能  

這般大愛多麼溫婉，我今已看得清楚  

淚下感恩，當祢輕說：「愛全傾出已贖你」 

主的一切，願記於心，深印我心不褪色 

讓我靜聽瑰寶故事，最甜是祂的故事     （音奏） 

• 這般大愛多麼溫婉，我今已看得清楚  

淚下感恩，當祢輕說：「愛全傾出已贖你」 

主的一切，願記於心，深印我心不褪色 

讓我靜聽瑰寶故事，最甜是祂的故事 

最甜是祂的故事，最甜是祂 – 的故事。 



 

祈禱、祝福（CK） 

• 祝福：願復活的主保全你們，賜福與你們，願復活主的榮光普照你們，賜

恩典與你們，願復活的主看顧你們，賜平安與你們，從現在直到新天新地

的到來。又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

這樣，永無窮盡。阿們。 

 

 

電話靜音取消，可以在線上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