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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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教會聚會，聖經當中有兩個重要的命令。第一，希伯來書

10:25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

勸勉。" 基於這個經文，神命令基督徒要有定期的聚集，從而

可以與別的弟兄姐妹彼此鼓勵。第二，哥林多前書 11:24-25 

"24 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

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25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

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

為的是記念我。" 在這段關於聖餐的教導中，“你們應當如此

行”和“要如此行”都是命令式動詞，因此，基督徒必須領受

聖餐的杯和餅，這是主的命令。此外，這兩個命令的時態 (現

在時態) 説明這行動應該是持續性的行動，而非一次性的行

動，因此，基督徒必須長期按時領受聖餐，不可長時間中斷。

基於此處兩個命令，在當下疫情緩和之際，執事會想要鼓勵長

期在家裏觀看直播的弟兄姐妹定期到現場聚會，至少按耶穌命

令定期按時領取聖餐，記念耶穌所付的代價。教會的主日聚會

直播仍將保留，體弱的，生病的，身體不適的，或不住在附近

的弟兄姐妹仍然可以觀看。 

2. 執事會經過討論決定，在今年冬季，仍然暫時保留佩戴口罩的

要求。理由是基於哥林多前書 8:13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

倒，我就永遠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此處保羅在談

基督徒是否可以吃祭過偶像的肉。保羅知道按著聖經的真理，

基督徒完全可以吃。但是爲了其他弟兄姐妹的緣故，他願意放

棄自己在基督裏的自由，不吃肉。在佩戴口罩的問題上原則相

同。基於疫情的情況，基督徒有不佩戴口罩的自由。但是，教

會也有弟兄姐妹希望保留口罩。因此，為了主内弟兄姐妹的緣

故，執事會鼓勵在座覺得不需要口罩的弟兄姐妹，按保羅的榜

樣，暫時放棄不戴口罩的自由，從而展現主内的愛心。 

3. 教會將在12月11日 (主日) 舉行 2022 年第四季全教會禱告會，

在主日崇拜結束後隨即在 A 堂地下室舉行，為時 30 分鐘，請

踴躍參加，同心向神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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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主日崇拜 

11/2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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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510.12 87 12 

Building 建堂基金 $ 1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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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38:4–5 司會 

唱詩 我只仰望祢 眾立 

禱告  司會 

唱詩 #416 耶穌基督是我一切 會眾 

讀經 創世記 4:1–15 眾立 

證道 地獄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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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輪值同工 

 11/27/2022 (現場及網上直播) 12/04/2022 (現場及網上直播) 

司會 繆亦昕 繆亦昕 

證道 周翔崢傳道 吳維雄 

傳譯 唐早霖 張銘恩 

領唱 林青青 岑慕貞 

司琴 高麗蘭 高麗蘭 

接待 岑慕貞、麥穗芬 余桂芳，程月嬋 

影音 黃賀、巫逢平 陳少飛、黃賀 
 

本週經文：創世記 4:1–15 
1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懷孕，生了該隱(就是

得的意思)，便說：耶和華使我得了一個男子。2又生了該隱的兄

弟亞伯。亞伯是牧羊的；該隱是種地的。3有一日，該隱拿地裡的

出產為供物獻給耶和華。4亞伯也將他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獻

上。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5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

物。該隱就大大的發怒，變了臉色。6耶和華對該隱說：你為甚麼

發怒呢？你為甚麼變了臉色呢？7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你若

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門前。他必戀慕你，你卻要制伏他。8該隱與

他兄弟亞伯說話；二人正在田間。該隱起來打他兄弟亞伯，把他

殺了。9耶和華對該隱說：你兄弟亞伯在那裡？他說：我不知道！

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麼？10耶和華說：你作了甚麼事呢？你兄弟的

血有聲音從地裡向我哀告。11地開了口，從你手裡接受你兄弟的

血。現在你必從這地受咒詛。12你種地，地不再給你效力；你必流

離飄蕩在地上。13該隱對耶和華說：我的刑罰太重，過於我所能當

的。14你如今趕逐我離開這地，以致不見你面；我必流離飄蕩在地

上，凡遇見我的必殺我。15耶和華對他說：凡殺該隱的，必遭報七

倍。耶和華就給該隱立一個記號，免得人遇見他就殺他。 

 

報告/禱告 Announcements / Prayers 

4. 代禱事項: *請繼續爲黃文傑弟兄 (Thomas) 的血液指數回升禱告，
並醫治他的口腔發炎，求神加添力量給劉蘭凱姐妹 (Lilian)。  
*倪厚方弟兄 (Peter) 的父親倪連通弟兄，因身體不適送到醫院，
經醫生詳細檢查後，並沒有大礙，在21日已出院，正在康復中，
求主繼續看顧。 

本月金句：希伯來書 2:14–15  (新譯本) 
14 孩子們既然同有血肉之體，他自己也照樣成為血肉之體，

為要藉著死，消滅那掌握死權的魔鬼，15 並且要釋放那些因

為怕死而終身作奴僕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