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3 日粵語敬拜 — 第十五個三一主日** 
 

1. 敬拜上午 9:30 開始，9:00 時可以開始撥打。請在 9:15 時前進入群裡。9:28 時主持會

靜音，崇拜開始。 

2. 粵語堂 Zoom 視頻崇拜： 

o iPad 和電腦可直接點擊網址 

https://zoom.us/j/7974501809?pwd=clU0a0s4UUxRbDAxaUxRb2pNZm5ydz09 ，無需

密碼，除非尚未安裝 zoom 應用程序 

o 如果只想收聽聲音，可 

1.  撥電話 301 715 8592 

2.  鍵入 797 450 1809# 

3.  等 1-2 秒，按“井”號（僅需按＃一次，無其他操作） 

4.  等 1-2 秒，再鍵入密碼 337112#  就可加入崇拜。 

任何疑問請電話（202-271-8422）或電郵聯絡辜牧師。 

o 一些 zoom 聚會遭受黑客入侵，如情況發生，勿驚慌，技術小組將從群中刪除該

人。祈禱敬拜聚會不受到干擾。 

o 如果您撥電話有困難無法入群，請打牧師電話 202-271-8422。牧師會給您另一個電

話打，您的電話可以 "搭" 上另一條線收聽。但是，崇拜即將開始時，牧師可能無

法接聽您的電話。 

3. 國會山聖經閱讀馬拉松在 Bible Reading Marathon 

o 一年一次的聖經閱讀馬拉松在國會山昨天（星期六）開始了。今年是第 31 屆。長

達 90 小時的讀經活動將於週三中午結束。教會登記了參加，是今天（星期天）午

時 12:45 至 1:45，為時 60 分鐘，和今晚 10:45 至午夜 12:15，為時 90 分鐘。這是

公眾人士唯一一次可以在國會山大聲朗讀聖經的機會。由於疫情和國會山管理人員

的要求，我們只能在一周前收到最新消息。抱歉。歡迎參加。您可以選擇任何閱讀

語言。想參加今天的活動，請在今天崇拜結束時聯繫辜牧師。我們可能提供有限的

接送服務。 

o 星期二（9 月 15 日）還有另一個閱讀機會，時間為下午 2:30 至下午 3:15，持續 45

分鐘。僅供於 zoom 使用。您需要在周二之前與辜牧師登記。閱讀當天（星期二）

會通知 zoom 鏈接（是舉辦組織的規程）。 

4. 新學習：中國神學研究院（香港）生命之道事工部網上課程於 9 月 15 日（星期二）

開始廣播，時間 DC 晚上 9:00，每周一課，每次 1 小時，共 12 周，12 月 2 日止。請

為已經報名學習的人祈禱。主題是《聖經    上帝的啟示；創世記》。 

5. 何長老兩週前的提醒 — 梁家麟博士：《不要浪費這次疫情》： 

（1）承認神的主權。 

（2）注意防疫，更要注意防罪。 

（3）認真考慮生死問題。 

（4）尋求神的旨意 

（5）追求靈命增長 

https://zoom.us/j/7974501809?pwd=clU0a0s4UUxRbDAxaUxRb2pNZm5ydz09


（6）活出榮主益人的見證 

6. DC 和附近一些市政府仍處於第二階段的緩開放計劃中。教會正待有關部門進一步指

示，以確定何時在教堂恢復崇拜聚會。 

7. 每周聖經閱讀思考會繼續發給大家，沒有收到的請告知牧師。材料基本上取自 “跟隨

耶穌” 網頁。若與網頁有細微差異，是牧師在允許的情況下所做的更改。每次閱讀經

文不多，希望其背景、信息、應用、祈禱等能激勵弟兄姊妹與神同行。 

8. 溫馨提前通知： 

o 兒童主日學（英語，上午 9:30）已經開始啦！歡迎幼兒園至五年級小朋友們加

入！Zoom 鏈接是  
https://zoom.us/j/93702876570?pwd=SlZqZFllTVFINFRIb1FYQk9NcWw3Zz09  

o 秋令會《疫情中的反思》，10 月 3-4 日 

  …講員：張德健長老教授 

  …10/3 星期六，上午兩堂 

  …10/4 星期天主日崇拜：上午 9:30 點（粵）；上午 10:45 點（國） 

  …在線 zoom 視頻座談。無需預先註冊，但 zoom 限 100 人 

  …語言：粵、國。費用全免 

詳情請看海報。如果需要額外的海報，請聯繫辜牧師。 

o 秋季義賣、11/26 感恩節福音活動（普通話）、在教堂的活動等暫被取消。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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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粵語活動如晚上禱告、團契、查經等都是用 zoom 應用程序，連接方式與星期日崇拜

四步驟相同（見上第 2 項）。若有更改，會提前通知。謝謝弟兄姊妹的反饋、耐心和

寬容。 

o 在線系統對噪聲非常敏感，幾乎你能聽到的聲響別人線上也能聽到，包括叉匙擊

碗碟之聲，電視播音，旁邊說話的人，小孩玩耍，洗碗聲音等。謝謝合作。 

o 無論手機、iPad 或電腦，崇拜時請自我靜音。要開音，按 “*6”（星 6）即可。再

按*6，你將靜音自己，如此反複。主持人可以靜音你，但只有你自己可以開音。

如果*6 不起作用，請嘗試按你機器裡的 静音功能。 

o 如果 Zoom 網站出問題，將來會改用回 FreeConferencing.com，是之前常用的，電

話 712-770-5024，密碼 820-627 加 “井”。 

10. 這段時間裡，學習更多地親近神。😊禱告就是親近神，無論你以何種形式。E. M. 

Bounds（白邦茲牧師）說的透徹：講道從來都不能夠使不禱告的靈魂受教 preaching 

never edifies a prayerless soul；又，當信仰停止祈禱時，它就不再活下去 when faith 

ceases to pray, it ceases to live。你如果不確定該為什麼祈禱，以下是一些建議：（教

會網站有更多資訊） 

a. 疫情期間，祈求教會討神喜悅、靈命提升，使人認識基督 

b. 獲悉教會餐館打工一些弟兄姊妹最近查出新冠陽性（為神類別的醫治感謝神），切

切為他們禱告。只把它放在禱告裡，無需傳與他人。 

https://zoom.us/j/93702876570?pwd=SlZqZFllTVFINFRIb1FYQk9NcWw3Zz09


c. 求神保守長者們的心思意念，在基督裡心感愉快蒙恩 

d. 教會長遠計劃委員會 Long Range Planning committee（三堂均有成員參加，包括

Shirley Lau, Adriano Chau），請為上帝的指引禱告。 

e. 為宣教士祈禱：Alan 和 Ahna、王文忠弟兄、Greg 和 Luna 陳國華夫婦、Rev. 

Williams Cheng 鄭牧師飛行事工、Eileen 和先生 Hector 在華播事工等 

f. 紀念三藩市 Helen 陳師母中風並陳牧師身體康復（師母情況好得多，仍有些不適，

但現在可以每週返工幾天。）、梅新愛居家康復等。上帝醫治、憐憫、同在。 

g. Sally Long（九月）和 Ruth Wong（四月；這週才知道）安息主懷 

h. 為復工人員、前線人員、失業者、大華府區疫情狀況、家庭衝突、種族衝突、社會

動盪、重新開業、焦慮恐懼的心、家居工作的、護理人員、在上帝面前悔改謙卑等

祈禱。 

11. 謝謝弟兄姊妹分享歌曲和建議！Good!  讚美神有好幾位已經帶領讀經或禱告，如果你

還沒有機會但想嘗試參與，歡迎你，請讓牧師知道。😊 

12. 一個小小的操練：預備心聆聽主道。每週主日前一天，了解主日講道要使用的經文，

然後在家先看過、想過，、聽聽要唱的詩歌、準備好歌曲視頻等，預備好自己的心，

迎接主日的信息，使崇拜更得益。你願意這樣做嗎？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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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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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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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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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歡迎攜朋帶友參加！神與你一起、祝福你！ 
 
 
 
 
 
  



第十五個三一主日 The 15th Trinity Sunday 

崇拜程序 ORDER OF WORSHIP 
 

默禱、詩歌《盡心盡性讚美祂 Praise Him with All Heart and Sou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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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SGrSSJxuk  

• 我要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我要用詩歌來讚美祂 

我要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我要天天讚美祂。 

• 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祂配受極大讚美； 

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我要盡力來讚美祂。 

 

宣召經文：歷代志上 16:23-31    當代聖經譯本（Kelvin） 

 23「普天下都要歌頌耶和華，要天天傳揚祂的救恩；24 要在列國述說祂的榮耀，在

萬民中述說祂的奇妙作為。25 因為耶和華無比偉大，當受至高的頌揚；祂超越一切

神明，當受敬畏。 

 26 列邦的神明都是假的，唯獨耶和華創造了諸天。27 祂尊貴威嚴，祂的聖所充滿能

力和喜樂。 

 28「萬族萬民啊，要把榮耀和能力歸給耶和華，歸給耶和華！29 要將耶和華當得的

榮耀歸給祂，要將供物獻給祂，要穿上聖潔的衣服敬拜祂。 

 30 普天下要在祂面前戰抖；祂堅立世界，使它不致搖動。31 願天歡喜，願地快樂；

願他們向列國宣告，『耶和華是王！』 
 

禱告（Wai Sing，完後 Wai Sing 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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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讚美主 Pr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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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4X_oX2Ihk  

• 歡欣歌聲讚頌響遍四方，歡呼聲充滿各方。 

赦罪救萬人困苦得釋放，全是那奇妙救恩。 

• 祂的恩光今天普照四方，叫世界黑暗變光。 

新的開始有美好的境況，奇妙愛今我頌讚。 

• ＊讚美主！愛是從來源源不間斷，歌唱到永遠不怕倦，未曾停斷。 

讚美主！創造和諧完全的美善， 

萬物同和應，大地亦高唱，讚頌永不止息，願榮耀永屬救主，到萬世。 

• 讚美主！讚美主！讚美主！（尾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ESGrSSJxu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34X_oX2Ihk


 

信息經文：約伯記 1:1-12, 20-22；2:4-5, 9-10；3:1, 20-23；7:17-21；10:3；13:22；38:1-

2；42:12-17（Pui Han）我們將看約伯在苦難中的榜樣，會從一章跳到另一章。把比較熟

悉的第一章留給您在家閱讀，只讀指定經文。 

 約伯記 1:1-12，（約伯之善行、富有）1 烏斯地有一個人名叫約伯。那人完全、正

直，敬畏神，遠離惡事。2 他生了七個兒子，三個女兒。3 他的家產有七千羊，三千

駱駝，五百對牛，五百母驢，並有許多僕婢。這人在東方人中就為至大。4 他的兒

子按著日子各在自己家裡設擺筵宴，就打發人去，請了他們的三個姐妹來，與他們

一同吃喝。5 筵宴的日子過了，約伯打發人去叫他們自潔。他清早起來，按著他們

眾人的數目獻燔祭，因為他說：「恐怕我兒子犯了罪，心中棄掉神。」約伯常常這

樣行。6 有一天，神的眾子來侍立在耶和華面前，撒旦也來在其中。7 耶和華問撒旦

說：「你從哪裡來？」撒旦回答說：「我從地上走來走去，往返而來。」8 耶和華

問撒旦說：「你曾用心察看我的僕人約伯沒有？地上再沒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

畏神，遠離惡事。」9 撒旦回答耶和華說：「約伯敬畏神，豈是無故呢？10 你豈不

是四面圈上籬笆，圍護他和他的家並他一切所有的嗎？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賜福，他

的家產也在地上增多。11 你且伸手毀他一切所有的，他必當面棄掉你。」12 耶和華

對撒旦說：「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於他。」於是撒旦從耶和

華面前退去。 

 1:20-22，（約伯之忍耐）20 約伯便起來，撕裂外袍，剃了頭，伏在地上下拜，21

說：「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

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22 在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犯罪，也不以神為愚妄[或

作：也不妄評神]。 

 2:4-5，4 撒旦回答耶和華說：「人以皮代皮，情願捨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5

你且伸手傷他的骨頭和他的肉，他必當面棄掉你。」 

 3:1, 20，（約伯自詛其誕辰）1 此後，約伯開口咒詛自己的生日，…（自言死為美）
20「受患難的人，為何有光賜給他呢？心中愁苦的人，為何有生命賜給他呢？ 

 7:17-21，17 人算什麼，你竟看他為大，將他放在心上，18 每早鑒察他，時刻試驗

他？19 你到何時才轉眼不看我，才任憑我咽下唾沫呢？20 鑒察人的主啊，我若有

罪，於你何妨？為何以我當你的箭靶子，使我厭棄自己的性命？21 為何不赦免我的

過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現今要躺臥在塵土中，你要殷勤地尋找我，我卻不在

了。」 

 38:1-2，（耶和華以造物之妙詰約伯）1 那時，耶和華從旋風中回答約伯說：2「誰

用無知的言語，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42:12-17，12 這樣，耶和華後來賜福給約伯比先前更多。他有一萬四千羊，六千駱

駝，一千對牛，一千母驢。13 他也有七個兒子，三個女兒。14 他給長女起名叫耶米

瑪，次女叫基洗亞，三女叫基連哈樸。15 在那全地的婦女中，找不著像約伯的女兒

那樣美貌。她們的父親使她們在弟兄中得產業。16 此後，約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

得見他的兒孫，直到四代。17 這樣，約伯年紀老邁，日子滿足而死。 
 



心靈雞湯《疫情中的信徒 Believers Amidst the Pandemic》（CK） 

 
詩歌《祢真偉大 How Great Thou A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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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_Xqvj6sKtI  

 主啊！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祢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祢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副） 

 當我想到，神竟願差祂兒子，降世捨命，我幾乎不領會， 

主在十架，甘願背我的重擔，流血捨身為要赦免我罪。（副） 

 當主再來，歡呼聲響澈天空，何等喜樂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謙恭的崇拜敬奉，並要頌揚神啊祢真偉大。（副） 

 （副）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同心祈禱、讚美、祝福（CK） 
 
 
 
 

電話靜音取消，可以在線上聊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_Xqvj6sKt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