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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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經過商議，決定對信仰教義中文版的翻譯錯誤或
不恰當之處作出修改。若弟兄姐妹對更改的翻譯有疑問
可與執事會或周傳道聯繫。上周沒有來的弟兄姐妹可以
在教會網站主頁找到鏈接，查看所有翻譯的更改，也可
以在聚會後向周傳道索取打印版的翻譯更改説明文
檔。  

4. 執事會經過商議，決定邀請斯坦福大學應用物理學專業

畢業的馬正翔博士爲我們開設兩次創造與科學講座。話
題分別為「地球的年齡」和「挪亞大洪水」。講座時間
分別為 4 月 29 日(周五) 晚上 8:00-9:30，4 月 30 日 (周
六 ) 晚上 8:00-9:30，地點為 Zoom 會議室， Zoom 
Meeting ID 為 703 536 4849 (與周五晚上學習的會議室
相同)。此次講座目的是在混亂的世界中，堅固弟兄姐妹
對聖經的信心，也幫助不信主的朋友明白神的創造和聖
經的準確性。歡迎弟兄姐妹邀請有興趣的朋友參加。此
外，執事會為活動製作兩張海報，在教會網站家事報告
頁面可以下載。  

5. 代禱事項:* 中國有嚴重疫情的城市如上海、香港等，需
要封城和禁足，以至物價上漲，市民生活大受影响，為
當地早日恢復正常禱告。*為烏克蘭的情況繼續禱告。 

6. 感謝神的帶領，慕道友葉思茗在上週日復活節晚上悔改
信主，歸於基督。思茗姐妹暫定今年夏季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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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主日崇拜 

 04/2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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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332.00 91 14 

Building 建堂基金 $             400.00  

Mission 宣教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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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代志上 16:31-33 司會 

唱詩 #133 復活得勝主 眾立 

禱告  司會 

唱詩 寶貴十架 會眾 

讀經 撒母耳記上 8:1-22 眾立 

證道 「給我們一個王!」:仿效世界的警告 王飛龍弟兄      王飛龍弟兄  司琴 

奉獻  會眾 

頌榮 三一頌 會眾 

祝禱  周翔崢傳道 

迎新/家事報告  周翔崢傳道 

殿樂  司琴  司琴 

 

本週經文：撒母耳記上 8:1-22 
1 撒母耳年紀老邁，就立他兒子作以色列的士師。2 長子名叫約

珥，次子名叫亞比亞；他們在別是巴作士師。3 他兒子不行他的

道，貪圖財利，收受賄賂，屈枉正直。4 以色列的長老都聚集，來

到拉瑪見撒母耳，5 對他說：你年紀老邁了，你兒子不行你的道。

現在求你為我們立一個王治理我們，像列國一樣。6 撒母耳不喜悅

他們說立一個王治理我們，他就禱告耶和華。7 耶和華對撒母耳

說：百姓向你說的一切話，你只管依從；因為他們不是厭棄你，

乃是厭棄我，不要我作他們的王。8 自從我領他們出埃及到如今，

他們常常離棄我，事奉別神。現在他們向你所行的，是照他們素

來所行的。9 故此你要依從他們的話，只是當警戒他們，告訴他們

將來那王怎樣管轄他們。10 撒母耳將耶和華的話都傳給求他立王

的百姓，說：11 管轄你們的王必這樣行：他必派你們的兒子為他

趕車、跟馬，奔走在車前；12 又派他們作千夫長、五十夫長，為

他耕種田地，收割莊稼，打造軍器和車上的器械；13 必取你們的

女兒為他製造香膏，做飯烤餅；14 也必取你們最好的田地、葡萄

園、橄欖園賜給他的臣僕。15 你們的糧食和葡萄園所出的，他必

取十分之一給他的太監和臣僕；16 又必取你們的僕人婢女，健壯

的少年人和你們的驢，供他的差役。17 你們的羊群，他必取十分

之一，你們也必作他的僕人。18 那時你們必因所選的王哀求耶和

華，耶和華卻不應允你們。19 百姓竟不肯聽撒母耳的話，說：不

然！我們定要一個王治理我們，20 使我們像列國一樣，有王治理

我們，統領我們，為我們爭戰。21 撒母耳聽見百姓這一切話，就

將這話陳明在耶和華面前。22 耶和華對撒母耳說：你只管依從他

們的話，為他們立王。撒母耳對以色列人說：你們各歸各城去罷！ 

 

 

主日輪值同工 

 04/24/2022 (現場及網上直播) 05/01/2022 (現場及網上直播) 

司會 周翔崢傳道 周翔崢傳道 

證道 王飛龍弟兄 吳維雄弟兄 

傳譯 張銘恩 繆亦昕 

領唱 張銘言 林青青 

司琴 高麗蘭 江慧娟 

接待 程月嬋，梁淑暖 盧彩霞，岑慕玲 

影音 巫逢平，巫道翔 巫逢平，巫道翔 
 

本月金句：以賽亞書 42:1–3 
1看哪，我的僕人 ─ 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裡所喜悅的！我

已將我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2他不喧嚷，不

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3壓傷的蘆葦，他不折

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