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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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後二千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10:00AM

宣召 詩篇95:6-7
詩歌讚美 1. 玻璃海上

2. 大海中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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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 收割的時候

回應詩歌 種與收（天韻）

奉獻祈禱

榮耀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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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 阿們。 【口唱心和＃104】

祝禱

歡迎新朋友

事工分享

講員：葛開元牧師 領會：孟文志

領詩：王艳民



教會事工分享 Church Highlights
1. 本週主日崇拜繼續使用  Zoom.

以下是如何参加网路主日崇拜的方法 : 如果你通过电脑，iPad，
或智能手机参加  时，可以用以下其中一个链接收看:
(一) 链接http://cbcgh.org/mmonline 进入教会网页， 选择“主日崇
拜 ”，然后输入会议号码 284 096 1250 密码 786329
(二) Zoom App :
1. 会议号码 284 096 125 密码 786329
2. 使用链接 http://us04web.zoom.us/j/2840961250 密码786329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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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在進入  Zoom及參加敬拜的過程中保持靜音。  

主日崇拜备用方案:
点击链接主日崇拜网页http://cbcgh.org/mmonline 进入教会网页 
之后，点击 主日崇拜备用连接
电话加入: 1 203-666-2521 会议号码: 959 489 402 并且按  “#“ 键

2. 鑒於最近新冠病毒在鄰近社區的感染病例持續增加且呈上升趨
勢，在仔細評估最新醫學數據和政府指南之後，牧師和執事會
決定將教會關閉，暫停週日實體聚會，直至另行通知。教會重 啟
專案小組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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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獲取進展情況
和最新資訊。
我們將繼續追蹤新冠病毒在教會所在社區的疫情狀況，在感染
下降疫情趨緩條件之下重 啟教會，並及時與會眾分享重 啟計畫
進展。在此之前，主日崇拜将繼續在网路上 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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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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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康州哈城華人浸信會  (CBCGH) 年會將於  2021 年 1 月 24 日敬
拜之後  (11:30 AM) 在 Zoom 網絡會議舉行。會員將投票表決 :
➢ 2021 年度預算  
➢ 2021 年新執事 :
• YanMin Wang (MM), 王艷民
• Haobo Li (MM), 黎浩波
• Sam Ng (EM)，吳榮基
• Judy Wong (CM), 黃浩晶
• Jennifer Leung (CM), 陳嘉盈
• Patrick Nip (CM), 聶崇光
➢ 將 2020 年普通基金節剩餘中的  18.5萬美元轉至教堂建設基
金 
➢維修教會停車場
➢ 設立康州哈城華人浸信會青年事工主任
敦請會員預留時間參加。

5. Your 2020 CBCGH contribution receipt letter is ready to be sent out 
either by mail or email. Please email your up to date home and email 
addresses to yandong@cbcgh.net and indicate which address/way 
you prefer to be used to receive your letter. Thanks. 您的2020 
CBCGH奉献收據已準備就緒，可以通過郵件或電子郵件發送。
請将您的最新的住所和電子郵件地址 发给 yandong@cbcgh.net 
，並指明您希望用哪个地址 /方式接收奉献收據。謝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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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and Awana Ministries are looking for 
people to serve as teachers over Zoom. Since the pandemic started in 
late March 2020, the majority of the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classes have been suspended and Awana was held virtually from 
May-Sept 2020 but was suspended due to a lack of teachers. The 
Children’s Ministry leaders want to restart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and Awana but cannot do this without dedicated teacher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eaching please contact Jenn Tsai ( cloudyrain@gmail.
com), Belle Chu ( bellechu@comcast.net) or Sam Ng ( 
samuelwng@yahoo.com).



康州哈城華人浸信會
Chinese Baptist Church of Greater Hartford

160 Wintonbury Ave, Bloomfield, CT 06002
(860) 242-0042 http://www.CBCG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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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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開元 牧師

領會 Leader： 赵宇新

領詩 Worship： 张星星

上週統計 Last Week Statistics
國語崇拜 131 Mandarin Sunday Service
粵語崇拜 67 Cantonese Sunday Service
國語禱告會 9 Mandarin Prayer Service
粵語禱告會 15 Cantonese Prayer Service
主日奉獻 Sunday Offering
一般奉獻 9480 General
差傳奉獻 650 Mission
總數 10130 Total Offe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