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粵語聯合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三年五月十四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虔誠默禱 敬拜上主 

    

序   樂  司  琴    

宣   召 詩篇 66:1-2 主  席 

頌   讚 

袮信實何廣大  

向主歡呼  

神聖主愛 

會  眾 

牧   禱  周樂平牧師 

讀   經 
創世記 1:27 

以賽亞書 49:14-16 
會  眾 

信   息 神創造了母親 周樂平牧師 

回 應 詩 祢的愛不離不棄 會  眾 

祝   福  周樂平牧師  

三 一 頌  眾  立 

歡迎/報告  周樂平牧師 

默   禱  眾  坐 

   

 

 

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地上生靈當讚主恩， 

天上萬軍頌讚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阿們。 

 

 

背誦聖經金句   

    
     你們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心，以致

愛弟兄沒有虛假，就當從心裏彼此切實相愛。 

彼得前書 1:22 

 

        

                                
 

 

今日司事 

 
 

   

主席      蔡剛 接待 林楚萍  

翻譯        趙艷雲 影音 張勇 宋利民 

頌讚 周燕貽 司琴 吳鴻彬  

兒童事工 伍妙雲 吳森華 李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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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消息報告  

1. 感謝主！歡迎您今天參加迦恩堂的主日崇拜，由周樂平牧师主持和證道。求神預

備我們的心來聆聽主的話語。 

2. 教堂敬拜與綫上敬拜同步直播，留在家中的弟兄姊妹請在教會的網站上 

www.ocmccp.org  點擊連接，收看直播。鼓励弟兄姊妹出席在教堂的敬拜活動。 

3. 主日學採用實體和網上 Zoom 同步直播，時間由 11:15am 至 12:15pm。請在教會

的網站上 www.ocmccp.org 點擊連接，收看直播。今天粵語班由雷蓓 (Flora) 姊妹

帶領「基督徒與教會如何面對性别議題：第二課同性戀運動與名词釋義」，在四

號課室上課; 國語班由周樂平牧师帶領「聖靈論 (第 21 講) 」，在三號課室上

課。請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4. 五月二十一日（下主日）是迦恩堂十八週年堂慶。感謝主信實和慈愛地帶领我们

走過這些年，保守我们在祂的愛中。感谢所有的弟兄姊妹持續地在服侍主。願神

繼續保守我们的教會和所有弟兄姊妹的家庭。讓我们繼續廣傳福音，带领更多的

人歸向基督。上午九時三十分將舉行中英文聯合堂慶崇拜暨浸禮。鼓励各人出席

在教堂的敬拜，當天将不向公眾提供同步的在线直播。請有特殊需要的個人（老

人、病人或其他特殊原因）向陳振雲(Viktor) 弟兄索取私人在线直播链接。主日

學暫停一次。堂慶崇拜结束後，請留步享用午餐和美好團契時光。 

5. 讚美主！將有兩位姊妹 Karen Chum 和 Jackie Tan 受洗歸入基督名下。求主加添她

們的信心，願她們忠心地一生跟隨主。 

6. 教會今年的夏令會将於七月二日至五日（主日下午至周三中午）舉行，與位於紐

約法拉盛的中華歸主紐約教會合辦。营地将在賓州的基督使者恊會（Ambassadors 

for Christ）。請預留時間參加。報名今天開始。五月二十二日之前的早鸟注册费

為$180，65 嵗以上長者為$100，與父母同住的孩子收费$60，3 嵗以下免费。如果

你有更多的問題，請與雷蓓 (Flora)或萧湘麗 (Xiangli) 姊妹聯系。 

7. 教會推廣一年讀经计劃，讓我們一同學習神的話語，遵行神的旨意。 

 * 5/15: 士師記 1-3       * 5/16: 士師記 4-6      * 5/17: 士師記 7-9   * 5/18: 士師記 10-12  

 * 5/19: 士師記 13-15   * 5/20: 士師記 16-18   * 5/21: 士師記 19-21  

8. 今天是母親節。求主保守各位母親、祖母及曾祖母身體健康，主恩常在。 

9. 影音使團（美國分會）將會在澤恩堂舉辦兩場爲「愛！Plan B」電影首映禮及佈

道會，日期為五月二十一日（主日）。下午三時第一場，以國語播放，下午七時

第二場， 以粵語播放。真人故事有主角即場分享。憑電子門票免費入座。取票

請掃描張貼在教堂走廊墻壁上海報的二維碼或到網上 tmea.us 索票。這是一個服

事主和傳福音的好機會，請邀請親友參加。 

10. 教會禱告會的電話號碼爲 267-807-9605 加入號是 383294#。請踴躍參加粵語星期

一晚上八點三十分或國語星期三晚上八點正舉行的電話禱告會。 

11. 請在禱告中紀念身體軟弱的弟兄姊妹：陳綽翘 (Christina)姊妹，鄧雪梅 (Juliana) 

姊妹和她的母親，蔡剛弟兄，趙艷雲 (Stephanie)姊妹的弟弟 Paul，何佩兒 (Emily)

師母和何佩明 (Shirley) 姊妹的母親，林遜德姊妹，朱浚黄姊妹， 孫華姊妹，蕭

祝三弟兄，黃惠婷姊妹，任志良弟兄，高一鶴姊妹，孫玉明姊妹的母親，徐麗英 

(April)姊妹，張雅玲 (Vicky)姊妹的母親，謝蓮君 (Christine)姊妹，許素琴 (Su)姊妹

和許其 (Kee)弟兄，陳翠桃 (Noreen)姊妹和伍振榮 (John Eng) 弟兄。 

 

 



 

迦恩堂設施使用的最新指南： 
 

1.如果您有如下情況，請在五天之內暫時不要來教會實體敬拜。歡迎

您恢復後再來教會敬拜主： 

a.新冠病毒 Covid-19 檢測呈陽性. 

b.有以下癥狀：發燒或發冷、咳嗽、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難、疲

勞、肌肉或身體疼痛、頭痛、新的味覺或嗅覺喪失、喉嚨痛、

鼻塞或流鼻涕、噁心嘔吐或腹瀉。 

2. 進入教堂時，請自願選擇戴口罩與否。 

3. 保持衛生間門打開以便無接觸進出及良好通風。 

4. 使用電腦鍵盤、麥克風、廚房用具等教堂設施后，請用消毒紙張

擦拭清潔消毒。 

 
 

Guidelines for Use of Facilities 
 at Canaan Church of Princeton： 

1. Please abstain from visiting Canaan Church at least 5 days when 
starting of these until you fully recovered: 

a. Covid-19 test positive. 
b. Having symptoms such as: fever or chills, cough, shortness 

of breath or difficulty breathing, fatigue, muscle or body 
aches, headache, new loss of taste or smell, sore throat, 
congestion or runny nose, nausea or vomiting or diarrhea. 

2. Upon entry of church, wearing masks is not mandated.  
3. Keep restroom outside door open so that entry and exit is touch 

free, and ventilation is optimized.  
4. Wipes cleaning up with sanitized sheets after use of church 

facilities such as computer keyboard, microphones, kitchen 
utiliti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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