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短信含兩部分：（部分修改了，重複請見諒 😊） 

（a） 粵語敬拜請用手機或 iPad 或電腦撥 Google Meet 號碼組數（見下）。若線上忙無

法連接，請再試。也可以選擇使用 iPad 或電腦直接點擊鏈接。 

（b） 星期天敬拜程序細節。 

謝謝大家參與。禱告求主活躍教會事奉主。 

 

 

 

 

7 月 5 日粵語敬拜 — 三一主日第五周 
1. 敬拜上午 9:30 開始，可以 9:00 時開始撥打。請在 9:20 時前進入群裡。9:28 時主播會

靜音手機，崇拜開始。 
 

2. 請注意：粵語敬拜、週日晚上禱告、週三晚上禱告將使用谷歌會議格式（Google 

Meet）聚會。若有更改，會提前通知。謝謝弟兄姊妹有用的反饋耐心和寬容。 

 手機請撥打 386-753-7936，按入密碼 862 433 689 加 “井”字就可。如若線上忙碌無法

接通，請再試。 

 iPad 或電腦請直接點擊鏈接 https://meet.google.com/vdw-akyy-yov  進入聚會（https

鏈接會提前發送到您的電子郵件地址），然後選擇是否要視像功能。iPad/電腦使用者

請檢查您的音頻設置，您可能也需要調整您機器的靜音或開音。 

 使用 iPad 或電腦直接點擊鏈接的，最好使用谷歌瀏覽器（Google Chrome）接通鏈

接；Firefox 和 Internet Explorer 效果不太好。如果鏈接接不通，在您的 Google Chrome

網絡中嘗試開一個新標籤（tab），輸入鏈接接通。很多人說此方法有效。 

 使用電腦打電話的，您可能需要按加 “井”字，也可能不需要。請按照電腦說明操作。 

 手機、iPad 或電腦若想要看到視頻，則必須先下載 Google Meet 軟件 APP。單擊會議

鏈接後（https://meet.google.com/vdw-akyy-yov ），它將帶您到該網頁下載 APP，然

後按說明進行操作，或預約牧師另外時間幫助設置。 

 請記住：無論手機、iPad 或電腦，谷歌會議格式很常會自動靜音您。要開音，按“*6”

（星 6）即可。再按*6，您將使靜音自己，如此反複。主持人可以靜音您，但只有您

自己可以開音。如果*6 不起作用，請嘗試按您機器裡的 静音功能。 

 

3. 如果 Google Meet 網站出問題，我們可以改用備用 1 Zoom（團契和查經班曾使用

過），電話 301 715 8592，密碼 797 450 1809 加“井”。iPad 和電腦可直接點擊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7974501809 。 

https://meet.google.com/vdw-akyy-yov
https://meet.google.com/vdw-akyy-yov
https://us02web.zoom.us/j/7974501809


4. 如果 Google Meet 和 Zoom 網站出問題，我們可以改用備用 2 FreeConferencing.com，

是之前經常使用的，電話 712-770-5024 按密碼 820-627 加 “井”。 

5. 提前通知，溫馨提醒：所有聚會使用 Google Meet 應用程式（見上）— 除 7 月 6 日全

教會在線電話禱告會以外。） 

o 7 月 5 日粵語崇拜，回想主耶穌因世人的罪犧牲了祂自己，換來了赦免和認識生命

的主，鼓勵弟兄姊妹在崇拜“分享”時間講一個感恩、祈禱或讚美神（2-4 句話足

以）。詩篇 22:3 說聖潔的神把自己的寶座設立在祂子民的頌讚之上。讓我們感恩

高舉神。 

o 7 月 6 日全教會在線電話禱告會：疫情期間，每月第一個星期一晚上 7:30-8:30，邀

請您參加禱告。牧者們將提供禱告主題。無需解釋或自我介紹，你可以用任何語言

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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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向天父上帝祈禱。請在這段時間撥打電話號碼 1-224-520-9892，再

鍵入密碼 763-875-213＃即可加入禱告會。您若被靜音，請按“* 6”開音，也可再按* 

6 將自己靜音。歡迎大家。 

o 7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Howard 弟兄和畢牧師帶領查創世紀 26-30 章，

請在 9:45 之前撥入。主祝福。 

6. 感謝弟兄姊妹分享您的歌曲！ 

7. 禱告項目（教會網站有更多資訊）： 

o 請在禱告中紀念容太太和家人、三藩市 Helen 陳師母中風並陳牧師身體康復、

Richard Wong、Kan、梅新愛居家康復、Sally Long 肝癌新治療計劃等。上帝醫

治、憐憫、同在。 

o Alan & Ahna 一家人在宣教前線事奉主。 

o 為復工人員、前線人員、失業者、大華府區狀況、社會動盪、重新開業、焦慮

恐懼的心、在家工作的、護理人員、悔改謙卑在上帝面前等祈禱。 

8. 五旬節（5 月 31 日），也稱聖靈降臨日和降臨節（十二月）之間的主日是三位一體

主日（簡稱三一主日），紀念上主聖父、聖子、聖靈，長達 26 個主日。根據教會的

年曆，今天是第五個三一主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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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勉強，不要覺得必須參

加所有禱告活動，天父知道子民心，能夠參與就參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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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華。禱告上帝繼續親自安慰哀痛的家人和悲傷的心。上帝在我們中間暫且帶走這些

人，讓上帝自己親自來填補我們的傷痛和懷念。帖撒羅尼迦前書 4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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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方便的話，崇拜開始時請按“*6”，靜音你的手機。敬拜期間，主播有時不方便一一靜

音所有手機。敬拜之前和之後時間大家可以在線上與人聊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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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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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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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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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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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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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歡迎攜朋帶友參加！神與你一起、祝福你！ 
 
 
 
 

  



三一主日第五周 Trinity First Sunday 

崇拜順序 ORDER OF WORSHIP 

默禱、詩歌《我們呼求 We Cry Ou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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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sp90rKfyQ  

 1. 共聚這刻渴望尋見祢    心切切呼求我主    離開一生所有的惡行    一心單單跟我主 

願屬祢的子民百姓    也滿有主祢的心    回轉單單歸向主父神    全城來復興 

 2. 共聚這刻渴望尋見祢    心切切呼求我主    離開一生所有的惡行    一心單單跟我主 

但願這家國只屬於祢    盼你掌管全地    憐憫恩典充滿於這裡   榮耀再次降臨 

 副歌： 

齊心的呼叫阿爸父    在這裡願同遇見主    祢已看見    也定然聽見    祈求父祢恩典 

同心一起到祢跟前    全因祢是榮耀救主全城跪拜    盼望齊興起    一起禱告祢 

 

宣召經文：詩篇 33:1-3, 7-8, 12-15, 20-22；當代聖經譯本（Mai 讀，大家聽） 

 1 義人啊，你們要歡然歌頌耶和華，正直的人理應讚美祂。2 你們要彈琴讚美耶和

華，彈奏十弦琴讚美祂。3 要為祂唱新歌，琴聲要美妙，歌聲要嘹亮。 

 7 祂將海水聚在一處，把汪洋收進倉庫。8 願普世都敬畏耶和華！願世人都尊崇祂！ 

 12 尊祂為上帝的邦國有福了！蒙揀選做祂子民的人有福了！13 祂從天上俯視人間，
14 從祂的居所察看世上萬民。15 祂塑造人心，洞察人的一切行為。 

 20 我們仰望耶和華，祂是我們的幫助，是我們的盾牌。21 我們信靠祂的聖名，我們

的心因祂而充滿喜樂。22 耶和華啊，我們仰望你，求你向我們施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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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領，電話靜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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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人都尊父的名為聖。願父的國降臨；願父的旨意行

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求父今日賜給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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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父的，直到永遠。阿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xsp90rKfyQ


詩歌《與神共行 Walking With The Lo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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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0ZjVD4TpM  

• 1. 心坎深處聽到主溫暖呼聲召喚，是父上帝恩慈的呼聲 

祂叮囑我順服委身，要撇棄惡行，路上盡見凱旋、喜樂透（副歌） 

• 2. 此間所有虛空宴樂，似過眼浮雲，光采漸暗，不能牽我心 

今只想走天家旅程，獻此生為神，萬事願靠主靈親導引（副歌） 

• 3. 一天安抵天家，一切重擔得卸下，祂召喚我，使我心感恩 

忠心跟主，得賞冠冕，得永遠產業，歡欣樂唱不停，心頌讚（副歌） 

• （副歌）浮華撇下，與神並肩雙偕，與神共行，在神福杯滿溢  

無悔決定，踐行美好旨意，我要與祂，一起踏上窄路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5:17-26（Juanita 讀，大家聽），請自己閱讀馬太福音 9:1-8 和馬可

福音 2:1-12 

• 路加福音 5:17-26，17 有一天，耶穌教訓人，有法利賽人和教法師在旁邊坐著；他

們是從加利利各鄉村和猶太並耶路撒冷來的。主的能力與耶穌同在，使他能醫治病

人。18 有人用褥子抬著一個癱子，要抬進去放在耶穌面前，19 卻因人多，尋不出法

子抬進去，就上了房頂，從瓦間把他連褥子縋到當中，正在耶穌面前。20 耶穌見他

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你的罪赦了。」21 文士和法利賽人就議論說：「這說僭

妄話的是誰？除了 神以外，誰能赦罪呢？」22 耶穌知道他們所議論的，就說：

「你們心裏議論的是甚麼呢？23 或說『你的罪赦了』，或說『你起來行走』，哪一

樣容易呢？24 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癱子說：「我吩

咐你，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25 那人當眾人面前立刻起來，拿著他所躺臥

的褥子回家去，歸榮耀與 神。26 眾人都驚奇，也歸榮耀與 神，並且滿心懼怕，

說：「我們今日看見非常的事了。」 

• 馬太福音 9:1-8，1 耶穌上了船，渡過海，來到自己的城裏。2 有人用褥子抬著一個

癱子到耶穌跟前來。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

了。」3 有幾個文士心裏說：「這個人說僭妄的話了。」4 耶穌知道他們的心意，

就說：「你們為甚麼心裏懷著惡念呢？5 或說『你的罪赦了』，或說『你起來行

走』，哪一樣容易呢？6 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癱子

說：「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7 那人就起來，回家去了。8 眾人看見都驚

奇，就歸榮耀與 神，因為他將這樣的權柄賜給人。 

• 馬可福音 2:1-12，1 過了些日子，耶穌又進了迦百農。人聽見他在房子裏，2 就有許

多人聚集，甚至連門前都沒有空地；耶穌就對他們講道。3 有人帶著一個癱子來見

耶穌，是用四個人抬來的；4 因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穌所在的房子，拆了房

頂，既拆通了，就把癱子連所躺臥的褥子都縋下來。5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

子說：「小子，你的罪赦了。」6 有幾個文士坐在那裏，心裏議論，說：7 「這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P0ZjVD4TpM


人為甚麼這樣說呢？他說僭妄的話了。除了 神以外，誰能赦罪呢？」8 耶穌心中知

道他們心裏這樣議論，就說：「你們心裏為甚麼這樣議論呢？9 或對癱子說『你的

罪赦了』，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樣容易呢？10 但要叫你們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癱子說：11 「我吩咐你，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

去吧。」12 那人就起來，立刻拿著褥子，當眾人面前出去了，以致眾人都驚奇，歸

榮耀與神，說：「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靈命雞湯《最美的獨立（自由）The Best kind of Independence》（CK） 

概述： 

1. 路加福音 5:17 到 6:11，連續五個故事寫耶穌和猶太人宗教領袖發生很大的衝

突。時起，宗教領袖們敵對的態度和行動就開始顯露出來了。 

2. 第一件衝突發生在迦百農，參馬太福音 9:1-8 和馬可福音 2:1-12 

3. 對癱子求醫治的信心，耶穌說：「你的罪赦了」（20 節） 

4. 主耶穌進而證明祂赦罪權柄能力：「說『你的罪赦了』，或說『你起來行

走』，哪一樣容易呢？(23 節)」。其實，any which one ，都只有神才能做得

到。 

5. 故事的意義： 

a. 注意“赦免在先、醫治在後”這個重要的次序，耶穌做事的次序是：（1）

「看見他們的信心」（20 節）。（2）「你的罪赦了」（20 節）。（3）

「拿你的褥子回家（治病）」（24 節）。肉體得醫治，但若靈魂得不著赦

免，則仍然沒有解決問題。可惜，今天許多人也還是不瞭解。 

b. 癱子：“是的，我想我應該已經被原諒了。但是我沒有感覺什麼不同。癱子

對神的良善充滿信心 

c. 神的眷顧/準備 

d. 最美的獨立（自由） 

 

詩歌《恩典太美麗 Grace Too Beautiful》可以選擇聽主持播放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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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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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wPvoKUn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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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讚美神的羔羊：捨命、復活、並再來 《得勝的羔羊，啟示錄 5:5-12》

（Adriano 讀，大家聽） 

 5「…你看，猶大支派的獅子、大衛的根已經得勝了！祂能揭開那七個封印，打開

那卷書。」6 我又看到寶座、四個活物和眾長老之間站著一隻好像是被宰殺過的羔

羊。祂身上的七隻角和七隻眼睛代表奉差遣到普天下去的上帝的七靈。7 那羔羊走

上前去，從坐在寶座上的那位右手中接過書卷。8 祂拿過書卷後，四個活物和二十

四位長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著豎琴和盛滿了香的金香爐。那些香就是眾聖徒

的祈禱。9 他們唱著一首新歌：「你配拿書卷並揭開封印，因你曾被殺，用你的血

從各部落、各語言族群、各民族、各國家，將人買贖回來歸給上帝。10 你又使他們

成為上帝的國度和祭司，他們要在地上執掌王權。」11 我看見寶座、四個活物和眾

長老的周圍有千千萬萬的天使，又聽見他們高聲呼喊：12 「那被殺的羔羊配得權

柄、財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和頌讚！」 
 

見證、分享時間 — 歸喜樂讚美於上帝！ 

 

同心祈禱、讚美（CK 帶領） 

 



詩歌《America The Beautiful 美麗的阿美利加》翻譯取自互聯網，少許更改。與耶穌同

行，日復一日；電話靜音，可以選擇聽主持播放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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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bs9ZvM8gQ  

 Oh beautiful, for spacious skies, for amber waves of grain, 
For purple mountain majesties above the fruited plain! 
America!  America!  God shed his grace on thee, 
And crown thy good with brotherhood, from sea to shining sea. 

美哉此地，天高空廣，糧實如浪金黃；秀美其嶽，朱紫其壑，碩大野豐田曠！ 

阿美利加，阿美利加，上主澤予其恩；再冠爾首，載以良朋，光輝覆蓋全地！ 

 Oh beautiful, for pilgrims' feet, whose stern, impassioned stress 
A thoroughfare for freedom beat across the wilderness! 
America!  America!  God mend thine ev'ry flaw; 
Confirm thy soul in self control, thy liberty in law! 

美哉此地，教徒之足，穆性肅心開拓；束鬆縛落，新通路廣，向邁野推前進！ 

阿美利加，阿美利加，上主修復其錯；身修穆穆，致以誠服，權利法治相和！ 

 Oh beautiful, for heroes proved in liberating strife, 
Who more than self their country loved and mercy more than life! 
America!  America!  May God thy gold refine, 
Til’ all success be nobleness, and ev'ry gain divine! 

美哉此地，烈英所顯，願奮鬥衛自由；身憂顧國，己身何如，仁愛遠勝生命！ 

阿美利加，阿美利加，盼主再煉其珍；盼勝所得，皆德所得，所獲全皆神聖！ 

 Oh beautiful, for patriot's dream that sees, beyond the years, 
Thine alabaster cities gleam undimmed by human tears! 
America!  America!  God shed his grace on thee, 
And crown thy good with brotherhood, from sea to shining sea! 

美哉此地，愛國士言：願此後故土中；州邦耀耀，燦燦城郭，淚水未能籠罩！ 

阿美利加，阿美利加，上主澤予其恩；再冠爾首，載以良朋，光輝覆蓋全地！ 
 

祈禱、祝福（CK） 

 

電話靜音取消，可以在線上聊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0bs9ZvM8g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