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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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day   每主日 

  9:45AM – 11:10AM Chinese Worship Service 中文崇拜 

10:00AM – 10:30AM English Breakfast Fellowship 英語早餐團契 

10:30AM – 11:15AM English Bible Equipping Hour 英文主日學 

10:30AM – 11:15AM 
Children’s Worship 
 (up to 6th grade) 

兒童崇拜 

(六年級或以下學生) 

11:30AM – 12:50PM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英語崇拜 

11:30AM – 12:50PM Nursery 幼兒服務 

Friday   每週五 

8:00PM – 9:30PM Chinese Bible Study 中文查經 

8:00PM – 10:00PM COF (CrossLife on Friday) 英語成年、青年團契 

報告/禱告  Announcements / Prayers 

1. 近日在 Fairfax County 和 Arlington County 每日新冠病毒確疹

及陽性檢測均有顯著下降，而疫情亦有持續緩和的趨勢。基

於這些因素，執事會決定於 2 月 20 日恢復舉行現場主日崇

拜 (早上 9:45 開始)，請弟兄姐妹使用口罩。教會將繼續提供

網上崇拜直播。 

2. 2021 年 11 月 19 日起，周五查經班已經開始學習《以斯拉記

/尼希米記》。這兩本書在猶太人的聖經中本是合爲一本，講

述了以色列人從被虜之地歸回，並重建聖殿及城墻的經歷，

彰顯了神亙古不變的信實和掌控歷史的大能。歡迎弟兄姐妹

參加， Zoom Meeting ID 為 703 536 484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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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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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偉傑弟兄的母親鄧潔芬女士膝蓋手術很成功，偉傑

弟兄及承慈姐妹夫婦將前往加州幫助照顧，為期三週多，請

為鄧女士的康復禱告，亦祈求神賜恩典叫她信主得救。*彭笑

英姐妹 (Florence) 的大姐夫甘志強先生喪禮在香港 3 月 29

日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祈求過情順利完成，也籍此時間

願意接受福音。* 祈求主讓黃文傑弟兄 (Thomas) 星期一的

驗血報告，白血球指數回升至正常水平。*已打疫苗的弟兄姐

妹沒有不良的反應而祈禱。  

5. 為烏克蘭的情況禱告。(1) 為信主的弟兄姐妹禱告，求神在

混亂中賜予平安，堅定大家心中對主耶穌基督的盼望，并且

可以將福音帶給需要的人。(2) 為不信主的人禱告，求神藉

著戰亂讓人悔改信主。 (3) 為決定留在烏克蘭的宣教士禱

告，部分宣教士或本地同工已經失聯多日，求神保護看顧。

多地出現能源短缺，交通工具損壞，斷水，斷電，斷網，以

及失去供暖的情況，當地氣溫依然很低，在嚴寒中求神保守

他們有取暖設施。(4) 為決定撤離的弟兄姐妹和宣教士禱

告，求神開路保守撤離的平安，供應一切需要。 (5)為和平

祈禱，求神憐憫烏克蘭的民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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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主日崇拜 
 03/20/2022 

教會 2022 主題 :  領受生命的糧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

餓；信我的，永遠不渴。」          約翰福音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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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奉獻額及出席人數  

Last Week Tithes & Attendance 
成人 

Adults 
兒童 

Children 
General Fund 經常費 $          8,803.02 69 11 
Building 建堂基金 $            300.00  
Mission 宣教基金 $         1,200.00  

中文主日崇拜 

歡迎  司會

默禱序樂 主在聖殿中 司琴

宣召 詩篇 96:5-6 司會

唱詩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眾立

禱告  司會

唱詩 # 329 偉大的愛 會眾

讀經 馬太福音 26:57-68 司會

證道 猶太人的袋鼠法庭 周翔崢傳道

奉獻  會眾

頌榮 三一頌 會眾

祝禱  周翔崢傳道

迎新/家事報告  司會

殿樂  司琴

 

本週經文：馬太福音 26:57-68  

57 拿耶穌的人、把他帶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裡去．文士和長老、

已經在那裡聚會。58 彼得遠遠的跟著耶穌、直到大祭司的院

子、進到裡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這事到底怎樣。59 祭司長

和全公會、尋找假見證、控告耶穌、要治死他。60 雖有好些人

來作假見證、總得不著實據。末後有兩個人前來說、61 這個人

曾說、我能拆毀 神的殿、三日內又建造起來。62 大祭司就站

起來、對耶穌說、你甚麼都不回答麼．這些人作見證告你的是

甚麼呢。63 耶穌卻不言語。大祭司對他說、我指著永生 神、

叫你起誓告訴我們、你是 神的兒子基督不是。64 耶穌對他

說、你說的是．然而我告訴你們、後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

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65 大祭司就撕開衣服

說、他說了僭妄的話、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呢。這僭妄的話、

現在你們都聽見了。66 你們的意見如何．他們回答說、他是該

死的。67 他們就吐唾沫在他臉上、用拳頭打他．也有用手掌打

他的、說、68 基督阿、你是先知、告訴我們打你的是誰。 

聽道筆記: 
 主日輪值同工 

 03/20/2022 (現場及網上直播) 03/27/2022 (現場及網上直播) 

司會 吳維雄 李偉傑 

證道 周翔崢傳道 周翔崢傳道 

傳譯 張銘恩 繆亦昕 

領唱 吳維雄 岑慕貞，魏寶鑾 

司琴 林青青 江慧娟 

接待 顧韻明，岑慕貞 顧韻明，岑慕貞 

影音 巫逢平，巫道翔 巫逢平，巫道翔 
 

本月金句：但以理書 7:13–14 
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

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14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

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不能廢

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