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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短信含兩部分：（a）電話撥入貼士，（b）星期天的敬拜程序細節。謝謝

大家的參與。禱告請主奮興教會，讓信心活躍起來。😊（重複請見諒。） 
 
 

4 月 5 日周日粵語敬拜 

• 請用手機撥電話 712-770-5603，按入密碼 287625 和 “井”字就可以。 

• 下週 4 月 12 日，復活節星期日，我們將嘗試使用另一種新溝通方式，是 

Zoom，電話電腦都方便使用。 將會有一組新的電話號碼和密碼。 不用擔

心，我們將耐心地教大家如何上線。上帝喜悅我們願意學習的心，在新冠

病毒流行中，肢體仍然可以一起敬拜耶和華。 

• 下週 4 月 12 日復活節敬拜，我們將會有一些時間分享，您可以分享耶穌復

活對您的意義，或者您在疫情期間學到的東西，歡迎每人想一想您會分享

一些什麼來榮耀上帝和建立肢體。由於還有很多人也想分享，因此請不要

超過一分鐘。 

• 少數人告訴我們他們的電話公司會收費。有人詢問發現收費是每分鐘 1 美

分，就是說每小時 6 角。希望它不會阻止人打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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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敬拜上午 9:30 時開始，請在上午 9:15-9:25 之間電話進入群裡，以便大家

有時間事先做好準備。 

• 不需要按你手機上的靜音，牧師是主播，敬拜期間會用電腦使所有電話靜

音。敬拜之前和之後時間大家可以在線上與其他人聊天。 

• 需要講話時，請說慢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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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看我事先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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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華樂大廈的會友，教會會複印敬拜程序提前（星期六）發給他們。感謝上

帝，有一個住在華樂大廈的青年人願意替我們做這件事情。 

• 我們鼓勵兄弟姐妹聚會之前先在家閱讀聖經經文。 

• 歡迎大家參加敬拜！神與你一起、祝福你！ 

• 一些禱告項目（教會網站有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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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疫情前線人們，在 CCC 教會圈子裡，有超過 80 多個人在前線工作，從

醫療到警察執法人員到餐館到超市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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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平在紐約有發燒、咳嗽（醫院暫不檢驗，只叫他家中隔離），陳師母 

Helen 三藩市中風康復等。求上帝醫治和憐憫。 

c) 教會在世上為耶穌發光 

d) 教會能更多做什麼？如有建議，請分享。 
 
 
 
 
 
 
 
 
 
 

崇拜順序 ORDER OF WORSHIP 
 

主禮：CK 牧師 
 

默禱，詩歌《誰曾應許 Who Did Promis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mPE7rBB60k 

• 誰曾應許，一生不撇下我？每段窄路，誰陪我去走過？ 

誰還領我，於青草恬靜處躺臥，豐足恩惠比海沙更多？ 

誰曾應許，天天看顧著我，晝夜眷佑，連頭髮也數過？ 

誰還以愛驅走心裡懼怕怯懦，那懼路途捲動著漩渦？ 

因祢是我主，我避難所，我盾牌和詩歌， 

祢是我的高臺，我隨時幫助， 

來吧，用信心讚頌和高歌，祢永在我心窩， 

唯祢有永生江河，除祢以外不倚靠別個。（音樂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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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曾應許，一生不撇下我？每段窄路，誰陪我去走過？ 

誰還領我，於青草恬靜處躺臥，豐足恩惠比海沙更多？ 

誰曾應許，天天看顧著我，晝夜眷佑，連頭髮也數過？ 

誰還以愛驅走心裡懼怕怯懦，那懼路途捲動著漩渦？ 

因祢是我主，我避難所，我盾牌和詩歌， 

祢是我的高臺，我隨時幫助， 

來吧，用信心讚頌和高歌，祢永在我心窩， 

唯祢有永生江河，除祢以外不倚靠別個，（音樂過門） 

• 因祢是我主，我避難所，我盾牌和詩歌， 

祢是我的高臺，我隨時幫助， 

來吧，用信心讚頌和高歌，祢永在我心窩， 

唯祢有永生江河，除你以外不倚靠別個， 

我究竟算甚麼，神祢竟這般顧-念--我。 
 

宣召經文：詩篇 100；聖經當代譯本（Shirley Lau 讀，大家聽；主播會靜音其

他電話） 

• 1 普世要向耶和華歡呼！2 你們要高高興興地事奉耶和華，到祂面前來歡

唱。3 要知道耶和華是上帝，祂創造了我們，我們屬於祂，是祂的子民， 

是祂草場上的羊。 

• 4 要懷著感恩的心進入祂的門，唱著讚美的歌進入祂的院宇；要感謝祂，稱

頌祂的名。5 因為耶和華是美善的，祂的慈愛千古不變，祂的信實世代長

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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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Wai Sing Louie 帶領，此時電話靜音） 

 

信息經文：約翰福音 12:12-19，聖經當代譯本（May Cheung 讀，大家聽；主

播會靜音其他電話） 

• 《光榮進聖城》 

• 12 第二天，很多上來過節的人聽見耶穌快到耶路撒冷了，13 就拿著棕樹枝

出去迎接祂，並且高聲歡呼：「和散那！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當受稱

頌！」（「和散那」原意是「拯救我們」，此處有「讚美」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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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那時，耶穌找到一頭驢駒，就騎上牠，正如聖經撒迦利亞書 9 章 9 節記

載：15 「錫安的居民啊，不要害怕！你的君王騎著驢駒來了。」 

• 16 起初門徒不明白這些事，後來耶穌得了榮耀，他們才想起聖經上這些有

關耶穌的記載果然在祂身上應驗了。17 那些親眼看見耶穌叫拉撒路復活、

走出墳墓的人不斷傳揚這件事。18 許多聽過耶穌行這神蹟的人都去迎接

祂。19 法利賽人彼此議論說：「我們真是枉費心思！你看，整個世界都跟

著祂跑了。」 
 

小小思量 1：《假若耶穌今日騎驢入 DC，If Jesus Rode Into Washington DC 

Today》（CK） 

 

詩歌《恩典太美麗 Grace Too Beautifu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wPvoKUnTso 

•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以性命來使我完全、來使我兩眼重見光線！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賜盼望重生的泉源，還給我勇氣面對挑戰！ 

恩典太美麗，無甚麼可取替， 

唯求將心全然給主，來彰顯主愛多珍貴； 

終生愛神，傾心傾意愛別人，才覺生命沒有枉費！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以性命來使我完全、來使我兩眼重見光線！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賜盼望重生的泉源，還給我勇氣面對挑戰！ 

恩典太美麗，無甚麼可取替， 

唯求將心全然給主，來彰顯主愛多珍貴； 

終生愛神，傾心傾意愛別人，才覺生命沒有枉費！（音樂過門） 

• 這天降服於主腳前，留心聽我主差遣； 

深信這日勞苦不徒然，神終會賜我榮美冠冕！ 

衷心去讚頌神極重的恩惠， 

獻我一生傳揚福音，來證實主愛何寶貴； 

請觀看稻田，主的莊稼在面前，遼闊收成沒法估計！ 

忠於使命，不惜一切來回應，能事奉祢是最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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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約伯記 1:1-12（Wai Tsun Lee 讀，大家聽；主播會靜音其他電話） 

• 《撒旦控告約伯》1 烏斯有一個人名叫約伯，他純全正直，敬畏上帝，遠離

罪惡。2 他有七子三女、3 七千隻羊、三千隻駱駝、五百對牛、五百頭母驢

及許多僕婢。他在東方人中最富有。4 約伯的兒子們經常輪流在自己家裡設

宴，派人邀請他們的三個姊妹來一起吃喝。5 宴會的日子結束後，約伯便派

人召來他的兒女，為他們行潔淨禮。他清早起來，為他們每個人獻上燔

祭，因為他想：「也許我的孩子們犯了罪，心中褻瀆了上帝。」約伯常常

這樣做。 

• 6 有一天，眾天使來朝見耶和華，撒旦也在他們當中。7 耶和華問撒旦：

「你從哪裡來？」撒旦答道：「我在地上到處遊走。」8 耶和華問撒旦：

「你注意到我的僕人約伯了嗎？世上沒有人像他那樣純全正直，敬畏我，

遠離罪惡。」9 撒旦說：「約伯敬畏你難道無緣無故嗎？10 你豈不是像籬笆

一樣四面保護他及其全家和一切產業嗎？你使他事事蒙福，牛羊遍地。
11 倘若你伸手毀壞他擁有的一切，他必當面褻瀆你。」12 耶和華對撒旦

說：「好吧，約伯的一切都在你手中，但不可傷害他。」撒旦便從耶和華

面前退去。 
 

小小思量 2：《假若你是當代約伯，If You Were A Modern Job》（CK） 
 

同心祈禱、讚美（Anna Kwong 先帶領我們祈禱，之後大家一起以主禱文結

束，此時電話靜音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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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聖哉，聖哉，聖哉 Holy Holy Holy》（稍慢音樂節奏幫助你我捕捉到些

少上主的威嚴、至尊和對上主的敬畏。此時電話靜音取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GnEvWcVWbk 

• (1)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 

清晨我眾歌頌，歡聲上達天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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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哉，聖哉，聖哉，慈悲全能主宰， 

讚美三一神，父子與聖靈。 

 (2) 聖哉，聖哉，聖哉，眾聖都敬拜， 

放下黃金冠冕，環繞在水晶海； 

千萬天使天軍，俯伏叩拜主前， 

昔在而今在，永在億萬年。 

 (3) 聖哉，聖哉，聖哉，幽暗中主藏； 

罪人極難得見，上主威嚴榮光； 

惟獨上主至聖，惟獨上主至尊， 

全權又全愛，全能又全善。 

 (4)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 

大地天空海洋，萬物同頌主名； 

聖哉，聖哉，聖哉，慈悲全能主宰， 

讚美三一神，父子與聖靈。 

 

祈禱、經文、祝福： 

• (1) 祈禱（CK） 

• (2) 弟兄姊妹們一齊讀以下經文（以賽亞書 43:4；63:9；耶利米書 31:3）： 

耶和華我珍視你，看重你，深愛你，所以耶和華我用他人代替你，用列邦

交換你的生命。耶和華苦祂子民所苦，親自拯救他們。祂本著慈愛和憐憫

救贖了他們，自古以來一直扶持、照顧他們。從前，耶和華向以色列顯

現，說：「我以永遠不變的愛愛你，我以慈愛吸引你到我身邊。」 

• 祝福（CK；猶大書 24-25）24 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叫你們無瑕無疵、歡歡

喜喜站在他榮耀之前的我們的救主獨一的神，25 願榮耀、威嚴、能力、權

柄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於他，從萬古以前並現今，直到永永遠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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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在線上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