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duled Weekly Activities at CCMC 每週固定在教會的聚會 

Sunday 每主日 

9:00-9:50 am Morning Prayer Hour 主日晨禱會 

10:00-11:15 am 
English Service 英語崇拜 

Chinese Sunday School 中文主日學 

  11:30 am – 

12:50 pm 

Chinese Service 中文崇拜 

Children’s Worship 

 (up to 6th grade) 
兒童崇拜（六年級以下學生） 

English Sunday School 英文主日學 

12:50-1:30 pm Lunch Fellowship 午餐聯誼 

Friday 每週五 

8:00-9:30 pm 
Adult Fellowship/Bible Study 成年團契查經（國、粵語） 

COF (CrossLife on Friday) 英語成、青團契 

9:30-10:00 pm Devotion and Prayer Meeting 中文靈修禱告會 

報告/禱告  Announcements / Prayers  

1. 本會今年繼續為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OCC) 服務，因疫情

緣故，為方便弟兄姐妹，鼓勵各位以支票方式支持，二十元可

贊助一個聖誕禮物盒 (費用已包括禮物，福音信息，郵遞)，英

文部已安排義工負責打包及處理。支票抬頭寫 CCMC，備註寫

OCC, 1 box (或其他數量)，支票需在十一月十五日或之前到達

教會地址，也可用網上付款方式。如有需要，請跟張銘恆執事

聯絡。  

2. 希伯來書 13:3「你們要記念被捆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

綁，也要記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內。」請為阿

富汗的弟兄姐妹禱告。(1) 為教會弟兄姐妹的人身安全禱告，

求神保護。部分牧者已經被塔利班通知，要來抓捕他們和他們

的家人。有些地方，聖經和學習資料已經被塔利班沒收。基督

徒的年輕女孩正在被追捕。(2) 求神有飲食和生活上的供應，

因部分地區已無法在銀行取錢，ATM 也已經空了。(3) 求神開

路可以提供離開阿富汗的途徑 (例如簽證，交通)。(4) 求神賜

平安和力量，知道神是患難中的幫助，神是超越這個物質世界

的救主。(5) 求神在混亂中也開福音的大門。被逼迫的教會常

常是大有美好見證的教會，讓未信主可以借此機會得聼福音。

(6) 求神加添信心，信靠神的主權，有時候神利用罪惡的人來

拯救他美好的旨意 (哈巴谷書 1:13)。  

3. 周五晚上查經，從 2 月 26 日起，已經開始學習約伯記。歡迎

弟兄姐妹參加，Zoom Meeting ID 為 703 536 4849。  

4. 歡迎會員參與關懷小組，以各種通訊方式接觸並連繫主內肢

體。有興趣者請與岑慕玲執事聯絡 (Lydia; 571-228-1127)。教會

中英文部有弟兄姊妹樂意為不方便的會友外出購物，特别是長

者，有需要請通知所屬的關懷組長。  

5. 中文崇拜轉網上直播，教會提供三種奉獻方式。(1) 使用貴銀行

賬戶的網上付款功能 (online payment)，第一步是設立收款機

構 (add new recipient) 為 CCMC，填上教會地址 6901 Williamsburg 

Boulevard, Arlington, VA 22213，而不用填上 Billing Account No.第二

步是付款 (make payment): 指明付款數字，在 memo 處寫你名

字，並選擇 CCMC 為收款機構。(2) 以郵局服務，用信封寄支票到

教會地址。(3) PayPal 方式。教會網站主頁，按「電子奉獻」然後

按 “Donate”。可選信用卡或借記卡。($10 以上，PayPal 手續費

3%; $10 以下，PayPal 手續費 12%。) 

中國基督徒宣道會 
Chines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Church 
CrossLife Bible Fellowship 

中文主日崇拜 

 09/19/2021 
 

教會主題: 「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詩篇 119:105 

 

Chinese Ministry 中文部 

周翔崢傳道 Pastor Bart Zhou 
(818)-390-1764 Cell  GraceFromABOVE2009@gmail.com 

 

CrossLife Bible Fellowship 英文部 
 Pastor George Pearson 

(818)-403-7792 Cell  GPearson@crosslifebible.com 
 

Founding Pastor Rev. Barnabas Cheung 創會牧者﹕張志江牧師 
 

 6901 Williamsburg Boulevard, Arlington, Virginia 22213 
Website: ccmcva.org     Email: ccmcva@gmail.com 

Caring Ministry Email: cares.ccmc@gmail.com 



 

 

 

 

 

  

 

 

         

 

 

 

 

 

報告/禱告 (續)  Announcements / Prayer  (cont.) 

6. 代禱事項: *看顧眾肢體身體或靈命的輭弱。*求主旨引教會事工

安排，保守教會合一，肢體彼此關懷並追求靈命增長。*黄文

傑 (Thomas) 弟兄，他於 9/15 抽血檢驗有非常良好的結果，指數

大部分已正常，骨髓組織化驗還未有結果。他於 9/20 開始接受

一連五天的第三次化療，求神繼續賜他體力應付，沒有太多副作

用。 * 恭喜劉兆美 (Melissa) 姐妹的孫兒 Micah 於 9/6 出生，母

子平安，體重有 7.1 磅，願神祝福小寶寶健康成長，母親早日恢

復體力 * 彭笑英 (Florence) 姐妹的父親手術已順利完成，求主賜

他傷口早日復原，希望他願意信主，靈魂得救。*為已打疫苗的

弟兄姐妹沒有不良的反應而祈禱。 

上週奉獻額及出席人數  

Last Week Offering & Attendance 

成人 

Adults 

兒童 

Children 
General Fund 經常費 $2,999.00 Online  Online 

Building 建堂基金 $100.00  

Mission 宣教基金 $600.00  

本週經文：馬太福音 23:1-12 

1 那時﹐耶穌對眾人和門徒講論，2 說：文士和法利賽人坐

在摩西的位上，3 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謹守遵

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4

他們把難擔的重擔捆起來，擱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個

指頭也不肯動。5 他們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見，所

以將佩戴的經文做寬了，衣裳的繸子做長了，6 喜愛筵席

上的首座，會堂裡的高位，7 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安，

稱呼他拉比(拉比就是夫子)。8 但你們不要受拉比的稱

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夫子；你們都是弟兄。9 也不

要稱呼地上的人為父，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父，就是

在天上的父。10 也不要受師尊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

們的師尊，就是基督。11 你們中間誰為大，誰就要作你們

的用人。12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中文主日崇拜 

詩歌  會眾 

讀經 詩篇 100:1-2 周翔崢傳道 

禱告  周翔崢傳道 

證道 真假領袖 周翔崢傳道 

祝禱  周翔崢傳道 

報告  周翔崢傳道 

     主日輪值同工 

 09/19/2021  (網上直播) 09/26/2021  (網上直播) 

司會 周翔崢傳道 周翔崢傳道 

證道 周翔崢傳道 周翔崢傳道 

傳譯 繆亦昕 繆亦昕 

影音 巫逢平 巫逢平 
 

本月金句：約翰福音 1:14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

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