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的現場主日敬拜已經重新開放，同時在網上直播（以下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ltR0wCkUGQw3kH_iFfIBQ/ 

新年聯合主日崇拜程序 

   New Year Combined Sunday Worship Service 
主後二千〇二十二年一月二日上午十時半 

January 2nd, 2022 10:30 a.m. 
* 請起立   Arise 

 

宣   召    Call to worship 

 

默   禱    Silent Prayer 
 

唱  詩* Hymn   第 10 首: 神僕當頌主 Ye Servants of God 
 

禱   告*    Invocation 
 

讚 美 詩*    # 76: 萬福源頭 Come Thou Fount 

# 211: 我愛我主國度 I love Thy Kingdom, Lord  
     

讀   經 Scripture Reading  馬太福音Matthew 4:17-25  
     

證   道 Sermon   來跟從我 Come and Follow Me 
 

2022年度執事就職典禮                2022 Deacons Installation  
 

聖   餐              Holy Communion 
 

唱   詩 Response Hymn  #349 跟隨耶穌 Where He Leads Me 
 

奉   獻      Tithe & Offering 
 

歡迎與報告      Welcome & Announcements 
 

三一頌*        Doxology 
 

祝   禱*        Benediction 
 

*特別歡迎今日新來的朋友。Welcome to join us. 

感恩禱告事項/Prayer List: 
（如要刊登個人特别需要代禱或感恩事項，請通知牧師。） 

1. 請代禱求主施恩,早日平息新冠病毒疫情。Pray that God, in his power 

and mercy, would end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Pray for those who 
got affected to Covid and the ones who are at risk. 

2. 請為身體軟弱的肢體、長輩禱告：黃素民弟兄，劉鈿華弟兄，林秀華

姊妹，黃君秀姊妹，鄭敏夫和鄭陳韻緗，趙王美華姊妹，劉呂潤芝

師母，求主醫治和保守。Pray for the physically weak: Brother Sherman 

Wang, Brother Min Fu Tsan and Sister Linda Tsan, Brother H. Wah Lew, 
Sister Yun-Chih Liu.  

 

教會事工（一月二日）                                                                                                                                                                                                                                                                                                                                                                                                            
 

教會講台事奉    
 中英文堂聯合崇拜New Year Combined Service(1/2/2022)： 

趙宇牧師Rev. Daniel Zhao； 

 下主日(1月9日)中文堂崇拜：趙宇牧師。 
 

基督教華府中国教會在疫情期間的指導建議詳見後面的插頁 
 

2022年度执事在今主日就职 2022 Deacons Installation is on Today  

感謝主! 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詩篇 65：11)。在

新年第一個主日,我們為教會 2022 年度執事舉行就職典禮。請為我們的

牧師、傳道人、長老、和執事們獻上衷心的感恩祷告,愿神的计划成就在

他們身上。阿门！我們也為 2021 年度執事們的衷心事奉而感恩,求主賜

福他們。Praise the Lord! You crown the year with Your goodness, and Your 

paths drip with abundance (Psalm 65:11). During the New Year combined 
service, we have 2022 deacons’ installation. Please pray for our pastors, 
ministers, elders and deacons. We are also very grateful for the faithful 
service of our 2021 deacons.  
執事名單如下 The names of 2022 deacons are as below:  

主席: 余國璋弟兄 Guozhang Yu*，副主席: 何慶瑜姊妹 Pam Ho， 

文書:薛瀚榮弟兄 Han-Ron Siah, 財務部: 陳嘉慧姊妹Amy Chan*,  

教育部:雷震梅姊妹Jennie Woo, 傳道部: 劉玉濤姊妹Yutao Liu,  

宣道部:陶然弟兄Ron Tao, 助道部: 林慕全弟兄Mark Lin*， 

保管部: 張建弟兄Jian Zhang*，服務部: 林龍生弟兄Alan Lam*,  

招待部: 楊四旬弟兄Sixun Yang* , 關懷部:潘杏芳姊妹Ada O`Donnell  

（備註：*為2022年度新提名/ * 2022 New Elected，其他為連任）。 
 

全教會禱告會 All Church Prayer Meeting 
將於2022年元月七日（週五）晚上8：00在網路上舉行。歡迎弟兄姊妹參

加並請為此教會事工禱告。All Church Prayer meeting will be held at 8:00 

pm on this Friday evening (1/7/2022). Please join us. 
https://cccgw.my.webex.com/meet/cccgw Meeting Number: 126 336 9044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ltR0wCkUGQw3kH_iFfIBQ/
https://cccgw.my.webex.com/meet/cccgw


司提反關懷事工 (Stephen Ministry)  

在疫情當中、可能有很多人因為失去工作、親友、或者健康而墮入低迷

狀態，我們教會是這地區的司提反關懷事工的成員之一，大概有十個已

經受過訓練的關懷同工，若果有需要、也可以去找其他教會的同工幫忙。

整個過程是保障受關愛者的私穩和保密的，請與吳牧師聯繫。  

Do you know someone in depression? It could be the loss of a job, a relative, 
or being trapped in sickness. If so, he/she could be benefited from the 
routine care of a Stephen-minister. Our church is one of the units of the 
Stephen ministry network in this area. While we have about ten trained 
Stephen ministry leaders and ministers, we can also tap into to resources of 
other churches to find a good match of care giver (Stephen minister) and 
receiver. The entire process in confidential. Please contact Pastor Wu for 
details.   
 

第二期幸福小組傳福音事工的計劃調整 

因為疫情的原因，我們將培訓推遲於2月6日開始，連續四次，周日下午

2: 30-4: 00培訓。 我們將3月第一周開始幸福小組傳福音事工，一共10周，

在5月第一周結束。 然後我們會在5月22 日有洗禮。 歡迎有傳福音之心志

的弟兄姊妹報名參加。 
 

編纂教會2022年通訊錄2022 Church Directory Update 
教會準備編纂2022年通訊錄，如弟兄姊妹通信錄上的資訊自去年有更

改，或是在通訊錄沒有資料的弟兄姊妹及慕道友，請與教會秘書楊巍 Alice

聯繫。Email: ywalice7716@gmail.com. 手機電話：301-693-3581. 

If your information in the church directory has been changed since last year, 
or if you are a newcomer, please contact Alice to update your information 
about the 2022 Church Directory. Alice’s email: ywalice7716@gmail.com.  
Cell phone: 301-693-3581. 
 

佳美姊妹查經禱告會 

姊妹查經禱告會將在 2022 年 1 月 4 日開始，每週二上午 9：30-12：00

進行。 請大家禱告。 請聯繫趙彭恩霖師母 240-506-8834（手機）。 
 

每日線上靈修： 

教會目前每天在網路上有四組靈修 。時間為： 

1. 清晨 6:00am-6:30am;    2. 清晨 7:00am-7:30am;  

3. 上午 9:00am-9:30am;    4. 晚上 10:00pm-10:30pm。 

若有意願參加的弟兄姊妹，請與吳牧師或赵牧師連絡，以便加入群組。 
 

2022年度每週讀經提示﹕（1月2日-1月8日） 
 

CCCGW Approach/Recommendation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Signs and Symptoms Could Be from COVID-19 Vaccination, 
Infection with the Virus That Causes COVID-19, or Another 
Infection (e.g., Influenza) 
Any general symptoms (e.g., fever (100°F/ 37.8°C or 
higher), fatigue, headache, chills, and body aches) 
CCCGW Suggestion:  
Worshipers/members who meet the following criteria may 
return to CCCGW without testing for COVID-19: 
 Feel well enough and are willing to 

worship/fellowship, and 
 Do NOT have fever, and 
 Do NOT have other signs and symptoms of 

COVID-19, including cough, shortness of breath, sore 
throat, or change in smell or taste. 

Any member travels oversea should quarantine for 14 
days before return to Church. 
 

基督教華府中国教會在疫情期間的指導建議： 

身體出現以下癥狀可能來自COVID-19疫苗接種的副反

應，或者感染了COVID-19的病毒或其他病毒 (例如流感病

毒): 

任何一般癥狀（例如發熱100°F/ 37.8°C 或更高, 疲乏、頭

痛、寒戰和身體疼痛） 

教會成員或者主日來參加敬拜者，如果符合以下情況，

可以不用做Covid-19 檢測而直接來教會： 

 感覺身體健康並且願意親自來教會參加聚會，同時

符合 

 無身體發熱的癥狀，同時符合 

 沒有其他與 Covid-19 病毒感染相關的癥狀，包括：

咳嗽，氣短，嗓子疼，味覺或者嗅覺減弱等。 

任何海外旅行的會員在返回教堂前應隔離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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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日（12月26日）崇拜聚會人數 

 

上主日（12月26日）奉獻 

經常奉獻 General Fund $ 15,946 宣教奉獻 Mission Fund $ 4,680 

慈善基金 Charity Fund $ 455 總計: $ 21,081 
 

教會重新開放後的主日學時間和教室安排 

今主日（1月2日）的中文成人主日學 和英文成人主日學取消。下主日照常 。 

中文成人主日學 

時間：每主日上午10:00-11:00 AM;  

教室：教育樓 201A/B; 老師：吳銘鎮牧師（1月） 

初中/高中學生主日學 

時間：每主日11:30 AM-12:30 PM 

教室：教育樓 203; 老師：宋修志青年傳道Youth Minister Chris Sung 

兒童崇拜 (In Person and Zoom) 

時間：今主日上午10:30-11:10 AM 

教室：教育樓 B5; 老師：魏光宏弟兄/婷娉姊妹 Grace/Kuang Wei 

學齡前、學前班至二年級學生主日學(In Person Only) 

時間：每主日11:30 AM-12:30 PM 

教室：教育樓 B5; 老師：王玄文姊妹Xuanwen Wang/魏婷娉姊妹 Grace Wei 

三至五年級學生主日學 (In Person and Zoom) 

時間：每主日11:30 AM-12:30 PM；教室：教育樓 202;  

老師：魏光宏弟兄 
 

基督教華府中國教會 主日事奉小組 

 

英文堂現場出席人數：33人；网络：20 

English Service In-Person: 33; Online: 20 

青少年主日學：12人 

High and middle School S.S.: 12 

中文堂現場出席人數：30人；网络：36 

Chinese Service In-Person: 30; Online: 36 

兒童主日崇拜：3人 

Children Worship: 3 

中文成人主日學：  24人 

Chinese Sunday School: 24 

兒童主日學：10人 

Children Sunday School: 10 

 2022 年 1 月 2 日聯合崇拜 1 月 9 日 

領會 Leader 吳銘鎮牧師 余國璋弟兄 

講員  Speaker 趙宇牧師 趙宇牧師 

讚美組 Praise Team 潘杏芳姊妹、施美璪姊妹 潘杏芳姊妹、施美璪姊妹 

司琴 Pianist 汪雪兒、Daniel Chen 汪雪兒、Daniel Chen 

招待 Ushers 张建弟兄  张建弟兄  

聖餐準備 王鶯姊妹 / 

音響   Audio 王以農弟兄 王以農弟兄 

LCD投影 /Youtube直播 羅曼心姊妹 羅曼心姊妹 

插花 Flower 殷茵姊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