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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粵語敬拜 —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一個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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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last item announcement for more info on zoom 視頻崇拜 

2. 下主日，11 月 1 日，是受迫害基督徒國際禱告日 International Day of Prayer for 

Persecuted Christians。邀請您和親友來崇拜，與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一起加入全球禱告

行列，為大膽地為基督作見證受迫害的弟兄姊妹獻上呼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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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手機/iPad/電腦進入 zoom 群組時，zoom 系統會先短暫放您在“等候室”，並同時自

動將您靜音，同工人員會很快將您引入崇拜群組和告訴您什麼時候開音。這能更好

地防止黑客干擾聚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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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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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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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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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zoom.us/j/7974501809?pwd=clU0a0s4UUxRbDAxaUxRb2pNZm5ydz09
https://zoom.us/j/93702876570?pwd=SlZqZFllTVFINFRIb1FYQk9NcWw3Z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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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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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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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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保守長者們的心思意念，在基督裡心感愉快蒙恩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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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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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祈禱紀念病痛中、信仰掙扎、家庭衝突、教會動力、種族衝突、社會動盪、前線人

員、失業者、失去親人、護理人員、居家康復等。上帝醫治、憐憫、同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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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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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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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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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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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一個主日 The 21st Trinity Sunday 

崇拜程序 ORDER OF WORSHIP 
 

默禱、詩歌《如此認識我 You Knew Me S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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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KhSQi6a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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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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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宣召經文：詩篇 57:5, 7-11（Keith Wong） 

 5 神啊，願祢崇高過於諸天，願祢的榮耀高過全地！ 
7 神啊，我心堅定，我心堅定！我要唱詩，我要歌頌！ 
8 我的靈啊，你當醒起！琴瑟啊，你們當醒起！我自己要極早醒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KhSQi6a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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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主啊，我要在萬民中稱謝祢，在列邦中歌頌祢。 
10 因為祢的慈愛高及諸天，祢的誠實達到穹蒼。 
11 神啊，願祢崇高過於諸天，願祢的榮耀高過全地！ 

 

禱告（Anna Kwong），完後 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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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感恩為祭 A Sacrifice of Prai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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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zRtnVOvYvM  

 主，為祢的恩典，我要滿心感謝 

由泥內生機，到變幻天氣，讓這世界各樣完備。 

 主，為祢的恩手，我要滿心感謝， 

由扶助，拯救，到試煉阻攔，導我按祢正路前行。 

 我出生前祢深知我，到了今天，亦有幫助 

為我備救恩，召我出黑暗，做祢聖潔國度人民。 

 主，為祢的恩言，我要滿心感謝 

由提示、安慰，到責備、管教，內裡有祢愛念呈現。 

 主，為祢的恩情，我要滿心感謝 

也要常思想，晝夜數算，藉愛見證祢大能。 

 祢安排往往多新意，祢有豐賞，亦會收取 

微細調配中，讓我得益處，現我再看天恩處處。 

 神呀！祢恩典太美妙神奇，配得萬眾稱善 

我要以感恩為祭獻給祢，並永記念祢作為。 

 

信息經文：使徒行傳 2:41-47（Lao Fan Wong） 

 41 於是，領受彼得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42 都恆心遵守使

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掰餅、祈禱。（信徒相交日日祈禱）43 眾人都懼怕，使徒又

行了許多奇事神蹟。44 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45 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

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46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裡，且在家中掰餅，存著歡

喜、誠實的心用飯，47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心靈雞湯《“水”之教會》或作《“水”之信仰》（C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zRtnVOvY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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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路邊的一課 A Lesson by the Roadside》；與耶穌同行，日復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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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Lsr9OSYi8  

 自我出生起那天早慣這樣過    人瞎眼看不見    換來是非多  

話我知多得我爸媽或是誰之過    連累我有這等身世    人生坎坷 

 罪疚中乞討養生    怎會不自卑    麻木了    我反正沒能力高飛 

但那天    一個拉比卻未嫌棄    還令我兩眼看得見    人生至美  

 祂說齷齪出生不可說是誰錯    教我學全新的一課 

讓眼光    專注在神特有的計劃    其實艱難時辰也能結出好果  

 上帝多方揀選卻沒遺棄我    我領略其中的功課  

就是我不足的這生於彰顯祂有份    榮幸身為神見證中的一個 

 罪疚中乞討養生    怎會不自卑    麻木了    我反正沒能力高飛 

但那天    一個拉比卻未嫌棄    還令我兩眼看得見    人生至美  

 祂說齷齪出生不可說是誰錯    教我學全新的一課  

讓眼光    專注在神特有的計劃    其實艱難時辰也能結出好果 

 上帝多方揀選卻沒遺棄我    我領略其中的功課 

就是我不足的這生於彰顯祂有份    榮幸身為神見證中的一個 

 上帝多方揀選卻沒遺棄我    我領略其中的功課 

就是我不足的這生於彰顯祂有份    榮幸身為神見證中的一個  

 話你知    當天我恩公祂叫主耶穌    懷著愛    已將我爛泥外升高 

若你恰巧身處低窪被逆流擁抱    神願幫扶提拔你風中起舞 

 神願幫扶提拔你風中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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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Lsr9OSYi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