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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宣教年会
(10/16/2020-10/18/2020) 成长之旅
主後二千二十年十月十八日 10:00 A.M
宣召
詩歌讚美
禱告
經文
介紹講員
證道

诗篇 96：1-4
君王就在这
里
住在你里面
一粒麦子
（赞美之泉）
约 21：1-14

回应诗歌
员任职服事
宣教委员按立
祝祷
欢迎新朋友
宣教宣教委员
按立
讲员： 吕子峯牧师
领诗： 王晓华

坐下来
是这份爱
翻釋:呂鍾凌師母

领会：
葛开元牧师
网上操作： 郭延虎， 张旭

1. 接着我们有问与答的环节： 11：30 -12：30. 如果， 你对宣教
祝禱
短宣等， 想有更多的了解， 或有不明白的地方， 请大家把
握时间在那段时间里， 提出来。欢迎大家来参加。
2. Zoom Id - 834 3911 6105 Password – 127945 仍和前几堂一样。
3 这几天的信息已陆续 放在教会的网站上了，若你错过了那一
堂， 或想重新温习， 欢迎大家去使用。
4 请把宣教认献单， 在 10 月底之前填好后，交给或电邮给任何一
位宣教委员：郭延虎， 郭玉成，孟文志，邱雪娥， 朱媛仪（Xenia），
刘静或任何一位牧师。 若有人，还没收到认献单， 也请和宣教委
员联系索取。

國語主日崇拜
廣傳福音，裝備門徒
以差傳為導向的事工，以基督為中心的門訓
主後二千二十年十月十八日 10:00AM
宣召
詩篇 96:1-4
詩歌讚美 1. 君王就在这
2. 住在你里
禱告
馬太福音6章9-13節
主題經文 約翰福音21:1-14
證道
坐下來
回應詩歌 活出愛（泥土音樂）
奉獻祈禱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世上萬民讚美主恩，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
榮耀頌
靈 阿們。 【口唱心和＃104】
祝禱
歡迎新朋友
事工分享
講員：吕子峰牧師
領詩：王晓华

領會：葛开元牧师

教會事工分享 Church Highlights
1. 本週宣教年会（10/16 – 10/18）其中包括10/18 的主日崇拜，将继续使用
Zoom.
以下是如何参加网路宣教年会及本周主日崇拜的方法:
如果你通过电脑，iPad，或智能手机参加，但是你没有安装Zoom App,
你可以经由下面两种链接的任何一种方式参加：
1. 直接点击
https://us02web.zoom.us/j/83439116105?
pwd=Nnl0Vktpazl0eXNwOUx5T2QySDI2UT09
2. 使用链接 http://us04web.zoom.us/j/83439116105 输入密码127945
如果你通过电脑，iPad，或智能手机参加，你已经安装 Zoom App，你可
以开启 Zoom App 输入会议号码 834 3911 6105 再输入密码 127945
如果你用打电话的方式参加: 请拨电话号码 1 (312) 626 6799，输入会议
号 834 3911 6105并且按“#”键，听到说话声音之后再按 “#“键，然后再输
入密码 127945，并且按 “#“ 键。
主日崇拜备用方案:
点击链接http://cbcgh.org/mmonline 进入教会网页之后，然后点击“主日
崇拜备用连接”。请注意备用方案是使用 “Teams” 软件。
电话加入:
+1 203-666-2521
会议号码: 959 489 402 并且按 “#” 键

2. 今年宣教年会（10/16-10/18）将在网上举行，我们请到COCM总干事吕子
峯牧师，为讲员。主题：成长之旅。
第一堂信息: 10/16 (周五) 7:30pm “门徒建造的三个维度” （路加福音6:
12-19)
第二堂信息: 10/17 (周六) 4:00pm “向上看” （约翰福音1:35-43)
第三堂信息: 10/17 (周六) 7:30pm “走出去”（约翰福音4:134)
主日信息: 10/18 (周日)10:00 am “坐下来” （约翰福音21:1-14)
问与答环节: 10/18 (周日)11:30 am -12:30 pm
** 第二堂信息， 吕牧师 会以广东话来传递，并有普通话翻译
其他信息， 会全部使用普通话。
** ZOOM ID- 83439116105 PASSWORD- 127945
请大家预留时间， 我们一同来聆听，主对我们在这世代的托付， 和心
意。

3. The Mission Committee completed the 2021 Mission Budget and is ready
to present it on 10/4/2020 during the worship services. The 2021 Pledge
form has been delivered to the congregations to be sent to each person
through email. If you have not received, please inform Lily Chuang. After
completing the Pledge Form, please email to her (ELLILYC@aol.com) by
10/19/2020. Also please remember in your prayers of the mission
ministries and the missionaries serving the Lord in various places
宣教委员会已完成2021宣教预算。会在10/4主日分别在三个堂向大家报
告。认献单也已由三堂 分别由电邮方式发出给弟兄姐妹。若没有收到，
请通知 刘静姐妹。填好后，则请在 10/19 之前电邮给刘静姐妹
(ELLILYC@aol.com) 。 请在祷告中纪念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事工和在
各地服事的宣教士。
4. 在仔細 評估最新醫學數據和政府指南，及聆聽會眾需求之後，牧師和執
事會在 9月的執事會議上決定在教會安全措施落實的前提下將教會開放
時間初步定於10月19日。我們將採用分階段實施的方法重啟教會，並由
教會重啟專案小 組負責重新開放教會的步驟和詳細程序。請參閱教會第
二階段重啟計劃及會眾須 知單張，或瀏覽教會網頁“教會重啟資訊”：
http://www.cbcgh.org/churchreopening/
我們將持續關注疫情動向，及時與會眾分享重啟計畫進展。在此之前，
国语事工将繼續在网路上进行主日崇拜。 主日崇拜的 时间 还是从美国
东部时间上午 10点至11点15分。

5.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如果你身體健康，不屬於CDC認定的風險人群，並

有感動願意參加主日實體敬拜服事的話，請點擊以下連接報名：
CBCGH
教會實體敬拜同工登記 - 國語事工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
id=1he4yu8Dw0ulD6nltu43bflItSDG4Z5OpprKIEGIJ_hUOFRTVUlLNV
Q3SVdVNDM2Wlc0TE5UTzRKNC4u

6. 若有奉獻，請把支票寄往教會，支票抬頭:CBCGH; 教 會 地 址 : 160
Wintonbury Ave, Bloomfield, CT 06002。亦可通过网上银行Bill Pay的方
式直接付款给教会，银行可以代邮支票至CBCGH 地址。

7. 以勒团契查经班，周三聚会 10点到12点，9:45就可以进来聊一
下。
1. Zoom App : 会议号码 284 096 1250 密码 786329
2. 使用链接 http://us04web.zoom.us/j/2840961250 密码786329
3. 打电话加入: 电话号码 1 (312) 626 6799， 输入会议号 284 096
1250 并且按“#”键， 听到说话声音之后再按 “#“键，然后再输入
密码 786329，并且按 “#“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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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傳福音，裝備門徒
以差傳為導向的事工，以基督為中心的門訓
下主日服事人員 Service Roster for Next Sunday

國語主日崇拜
講員 Speaker：
領會 Leader：
領詩 Worship：
國語崇拜
粵語崇拜
粵語主日學
國語禱告會
主日奉獻

葛開元 牧師
董岩
心家团契
上週統計 Last Week Statistics
126
Mandarin Sunday Service
57
Cantonese Sunday Service
42
Cantonese Sunday School
10
Mandarin Prayer Service
Sunday Offe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