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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短信含兩部分：（部分修改了，重複請見諒 😊） 

（a） 粵語敬拜請用手機撥電話 712-770-5024，按入密碼 820-627 加 “井”字就

可。如若線上忙，無法連接，請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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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7 日粵語敬拜 — 三一主日第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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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節後的 40 天為耶穌升天日，再過 10 天就是五旬節（50 天，即上星期

日 5 月 31 日），也稱聖靈降臨日。聖靈降臨節後的第一個主日是三位一體

主日（簡稱三一主日），紀念上主聖父、聖子、聖靈，紀念長達 26 個主

日。根據教會的年曆，今天是第一個三一主日。 

 由於大家對在線電話敬拜還感滿意，因此星期日崇拜聚會將繼續採用電話

撥入格式。 

 感謝神 Howard 弟兄和畢牧師願意繼續帶領我們查《創世紀》書卷，每月

的第二個星期六上午 10 點，下星期六（6 月 13 日）開始。可以選擇僅使

用手機或 iPad/電腦參加。可以上午 9:30 開始加入。手機或 iPad，請撥打

號碼 301 715 8592，輸入密碼 797 450 1809，加“井”字，幾秒鐘後您就會

在聚會裡。期待大家的到來。主祝福。 

 禱告項目（教會網站有更多資訊）： 

o 為 Kan（Mary 和 Lynn 在紐約的妹夫）以及英語堂的 Richard Wong 居

家休養；三藩市 Helen 陳師母中風並陳牧師身體康復；華樂大廈少數

確診居民；諶牧師確診，獨房隔離，目前還好，尚未有病症等。他們

知道教會在祈禱。上帝醫治、憐憫、寬恕。 

o 在 CCC 教會圈子裡，有些人現在復工，有超過 100 多人在前線工作，

從醫療到警察人員到餐館到超市等。為大華府區和美、眾國家、教會

謙卑在上帝面前祈禱。也記念失業者、掙扎中的大小商家、焦慮恐懼

的心、在家工作的、看顧/幫助別人的、重新開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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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在宅家的這段時間粵語禱告會是周日和周三（晚上 7:45），普通話禱

告會是周二（晚上 7:00），天上的父在等待。粵語禱告會電話號碼和

密碼與粵語敬拜相同。不要勉強，無須覺得必須參加所有禱告活動，

天父知道子民心，能夠參與就參與。 

o 我們最近失去了幾位兄弟姊妹，包括廖李美寶、梁琰聰、葉鴻謀、

Connie Lee。禱告上帝親自安慰哀痛的家人和悲傷的心。帖撒羅尼迦

前書 4：13 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姊妹們不知道，恐怕你們

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 14 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

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們與耶穌一同帶來。… … 18 所

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 

 儘管美國部分地方已開始解禁，大華府區疫情仍然嚴重，教會會一直密切

注意大華府區有關部門和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的開放指南，

慎重考慮重新開放教堂。仰望神，祂必智慧帶領。在線敬拜和團契將延

續。你若有建議能加強弟兄姊妹間的交流，請分享。鼓勵期間大家多… 

 方便的話，崇拜開始時請靜音你的手機。敬拜期間，主播會靜音各人手

機。敬拜之前和之後時間大家可以在線上與人聊天。 

 閱讀專注於神的話 

o 敬拜神：神仍然掌權，基督徒是上帝的孩子，不要太怕慮。 

o 以禱告等候神，重新得力：為受疫情影響的人和地方、疫苗發明、領

袖們、安慰、醫治、自己更經歷神、教會增長尊榮神等 

o 以愛連接：團契、相互關注、幫助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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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兄弟姊妹聚會前先閱讀經文、聽聽要唱的詩歌、準備好歌曲視頻等，

使崇拜更得益。如果你想參與讀經、祈禱、選崇拜詩歌等，請聯繫牧師。

線上人多時，如果您有建議推薦給牧師，或問問題，請考慮另外打電話聯

繫牧師（202-271-8422），這樣會更方便交談。歡迎聯繫。 

 敬拜時一面聽電話，一面看敬拜順序 

o 你可以同時看事先放在 WhatsApp 群裡的敬拜順序，如果不知道怎麼

做，請告訴我。（WeChat 也一樣） 

o 你可以一面聽電話，一面使用電腦或電話上 CCC 教會的網站看同樣的

敬拜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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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如果你不在 WhatsApp 群中，但想你手機事先收到敬拜順序通知，請

告訴我，下次會將程序轉發給你。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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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可使用耳機或按電話擴音功能提高收聽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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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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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到教會。 

 歡迎攜朋帶友參加！神與你一起、祝福你！ 
 
 
 
 
 
 
 
 
 

三一主日第一周 Trinity First Sunday 

崇拜順序 ORDER OF WORSHIP 

 

默禱、詩歌《如此認識我 Such As You Knew Me》，可以選擇聽主播音樂播

放，或在你手機點擊以下鏈接，歌曲視頻自會播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vFFG7cyU_c  

• 誰像祢如此認識我？在我四周前後環繞我。 

我奔跑、我躺臥、我坐下、我起來，全部祢也細察清楚。 

• 年月有如閃電飛過，但祢的手從未離開過。 

看春光、看艷陽、看落葉、看冰河，祢右手總晝夜扶持著我！ 

我在地上年日，祢已經數算過，祢心底的意念如海沙那麼多； 

我在地極與天涯，仍舊看顧著我 — 這高深的愛可測得透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vFFG7cyU_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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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面障礙雖避不過，但我有主同在能衝破。 

有北風、有巨浪、有禍患、有艱難，我藏身主蔭下昂然步過。（2x） 

 

宣召經文：選自詩篇 95:1-3；96:1-4；100:1-2（Wai Tsun 讀，大家聽；電話靜

音） 

• 來阿！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我們要來感謝祂，

用詩歌向祂歡呼。因耶和華為大神、為大王、超乎萬神之上！ 

•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要向耶和華歌唱，稱頌

祂的名，天天傳揚祂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說祂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祂的

奇事。因耶和華為大，當受極大的讚美。祂在萬神之上當受敬畏。 

•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來向祂歌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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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vin，電話靜音，Kelvin 禱告完弟兄姊妹齊用主禱文尋求主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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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一首讚美的詩歌 A Praise Song》你可以選擇聽主播音樂播放，或在你手

機點擊以下鏈接，歌曲視頻自會播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2ikeCRKTwQ&list=PLLASkQgG7lkkSCsCgwSG
jm2rA17g3QSVw&index=5  

• 讓那讚美的聲音，在這空間響遍，讓那敬拜的心聲永不休止， 

讓我心中所有意念，此刻都交主的手裏，心中只想獻奉，我深深敬拜。 

• 人活著原是要歌頌讚揚，創造我的主，祢是配得榮耀； 

人活著原是要將榮耀歸祢，一首讚美的詩歌，願帶我到寶座前敬拜。 
 

信息經文：節選（Adriano、Christy 讀，大家聽；電話靜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2ikeCRKTwQ&list=PLLASkQgG7lkkSCsCgwSGjm2rA17g3QSVw&index=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2ikeCRKTwQ&list=PLLASkQgG7lkkSCsCgwSGjm2rA17g3QSVw&inde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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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3:22-30（耶穌和約翰施洗）22 這事以後，耶穌和門徒到了猶太

地，在那裡居住，施洗。 23 約翰在靠近撒冷的哀嫩也施洗，因為那裡水

多，眾人都去受洗。 24 那時約翰還沒有下在監裡。 25 約翰的門徒和一個

猶太人辯論潔淨的禮， 26 就來見約翰，說：「拉比，從前同你在約旦河

外、你所見證的那位，現在施洗，眾人都往他那裡去了。」 27 約翰說：

「若不是從天上賜的，人就不能得什麼。 28 我曾說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

在他前面的，你們自己可以給我作見證。 29 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

友站著，聽見新郎的聲音就甚喜樂。故此，我這喜樂滿足了。 30 他必興

旺，我必衰微。」 

 啟示錄 19:7-9（赴羔羊婚筵的有福了）7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

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 8 就蒙恩得穿光明

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9 天使吩咐我說：「你要

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

話。」 

 啟示錄 21:1-2（新天新地）2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

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

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裝飾整齊等候丈夫。 
 

靈命雞湯《教會 — 基督的新婦 Church — the Bride of Christ》（CK） 
 

感恩讚美神的羔羊：捨命、復活、並再來 

 約翰福音 1:29-34（神的羔羊）29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裡，就說：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30 這就是我曾說：『有一位在我以

後來、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在我以前。』 31 我先前不認識他，如

今我來用水施洗，為要叫他顯明給以色列人。」 32 約翰又作見證說：「我

曾看見聖靈彷彿鴿子從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 33 我先前不認識他，只是

那差我來用水施洗的對我說：『你看見聖靈降下來，住在誰的身上，誰就

是用聖靈施洗的。』 34 我看見了，就證明這是神的兒子。」 

 

詩歌《求主赦免 An Evening Prayer》更新版；電話靜音，可以選擇聽主播音樂

播放，或在你手機點擊以下鏈接，歌曲視頻自會播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Qz618RJ4  

http://www.christianstudy.com/data/hymns/text/life440.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Qz618R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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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令身邊人受傷刺痛，倘若把人絆倒不依主道 

如果我執意走偏差路徑，懇切求主寬恕！ 

 如果話中虛浮難見造就，倘若不憐憫，不關心慰問 

如此叫他人受損傷、愁困，懇切求主寬恕！ 

 如果內心冷漠、固執、無情，倘若單顧每天舒適過活 

而不去踐行上帝所付託，懇切求主寬恕！ 

 誠心願主赦罪厚施深恩，赦宥隱而未顯心中惡念 

求主顧惜同行，每天導引──阿們！ 
 

同心祈禱、讚美（Celia 帶領，電話靜音） 

 

《使徒信經 The Apostles’ Creed》宣言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因著聖靈感孕，從童貞女馬利亞所

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陰

間；第三天從死里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里降

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

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詩歌《主凡事引導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與耶穌同行，日復一日；

電話靜音，可以選擇聽主播音樂播放，或在你手機點擊以下鏈接，歌曲視頻

自會播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KB7-vn4-R8  

 救世主凡事引導我，我何需別有所求， 

主愛憐我何用多疑，我一生蒙主眷佑， 

今因信享天上平安，蒙安慰何等喜樂， 

我深知無論遇何事，主必為我安排妥。 

我深知無論遇何事，主必為我安排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BF%E5%BE%92%E4%BF%A1%E7%B6%93
http://www.christianstudy.com/data/hymns/text/life313.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KB7-vn4-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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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救世主祂凡事都引導我，在崎嶇路上我安然走過   

遇到試探，主賜恩手來到相助，生命的糧食，日日都賜給我   

我步伐雖然是困倦無力，但是我心靈卻豐富滿足   

我深知道，無論遇到任何事情，主必為我安排妥當 

 救世主凡事引導我，主慈愛何等豐富， 

主應許在天父家裡，為我備安樂住處， 

到那日我復活變化，如展翼飛光明所， 

千萬年我仍要歌唱，耶穌凡事引導我。 

我深知無論遇何事，主必為我安排妥。 

 

祈禱、祝福（CK） 
 

電話靜音取消，可以在線上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