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教會的主日敬拜及其他聚集暫停，我們的主日

敬拜改为网上直播,請點擊此新鏈接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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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泉母會暨科堡分堂主日崇拜程式 

    Sunday Worship Service 
主後二千零二十年八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時半 

August 30th, 2020 11:30 a.m. 
 

* 請起立 
   

   宣   召 

 
   默   禱 

                                       

   禱   告* 

 
   讚 美 詩*    

   
讀   經    傳道書 4：1-16 

                                            
證   道                                人生問題的解答 

 

奉   獻 
可郵寄奉献支票至教會地址：7716 Piney Branch Road, Silver Spring, MD 

20910. (請盡量把每週的支票集合到一起,每月郵寄一次。) 也可以網上奉

獻,点击链接: https://tithe.ly/give?c=1305144用信用卡或銀行帳戶支付。  

                                       
歡迎與報告 

 

三一頌* 

 

祝   禱* 

 
特別歡迎今日新來的朋友。 

 

 

感恩禱告事項 
 

銀泉母會：（如要刊登個人特别需要代禱或感恩事項，請通知趙宇牧師） 

1. 感謝讚美主!長老會按會章一致通過推薦按立楊征基傳道為牧師職

位。請為楊傳道按立牧師事宜禱告。一切榮耀歸給上主！ 

2. 按照會章規定，長老會一致通過推薦許國炎(Kok-Eam Khor)弟兄為長

老候選人。請為許國炎弟兄禱告。願主的旨意成全。 

3. 近期新冠肺炎病毒檢測出現陽性的弟兄姊妹,情況都已經轉好。無病

症或已恢復。感謝主！請继续為我們的教會、社區、國家和全世界

範圍內所有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的人們和他們的家庭禱告。 

4. 請為今年從學校畢業的年青人禱告。求主照亮他們前面的路。 

5. 請為我們的孩子和家庭禱告,特別是在這個秋季入學的時刻。 

6. 請為在新冠疫情下深居簡出的年長者禱告。 求主親自看顧保守。 

7. 請為面臨財政困難的家庭而禱告。 

8. 請為教會的重新開放時間而禱告。 

9. 請為教會各項事工禱告,為網路講臺、主日學事奉禱告。 

10. 請為身體軟弱的肢體: 張小文姊妹、林秀華姊妹(Silva Woo)、朱曉青

姊妹(Lucie Chen)、陳義正長老的母親、譚德龍弟兄 (Dan Tam) 的母

親、Paul Gieschen 弟兄（近期診斷為血癌早期）、 劉钿華弟兄、朱

雅倫弟兄, 鄭敏夫弟兄和鄭陳韻緗姊妹、Vincent Thomas 弟兄、尚占

侖弟兄（尚雲姊妹的父親）、江民康弟兄、呂潤芝姊妹、唐瑋姊妹

禱告,求主醫治和安慰。 
 

科堡分堂: （如要在分堂週刊刊登個人代禱或感恩事項，請通知吳長老） 

1. 感謝主！田穎斐姐妹脚踝手術傷口已經完全康復。 

2. 請為靳福春弟兄將作更換人工膝關節手術之安排與順利代禱。 

3. 請代禱求主施恩，早日平息新冠病毒疫情，以及美國一些城市的紛

擾與動盪不安。 

4. 為成人主日學課程的老師教導及弟兄姊妹參與的熱誠；以及會眾身

心靈的需要與靈命的增長，對神話語的渴慕、追求學習代禱。 

5. 為尚未接受福音的家人代禱，盼能全家信主。 
 

教會事工（八月三十日） 
 

教會講台事奉 

銀泉中文堂: 今主日8月30日與科堡分堂聯合崇拜：吳銘鎮長老； 

           下主日9月6日教会六十二周年纪念主日崇拜：趙宇牧師。 

 銀泉英文堂: 今主日8月30日林泰景牧師；下主日9月6日林泰景牧師。 

 科堡分堂: 今主日8月30日聯合崇拜；下主日9月6日楊征基傳道。 
 

下主日（9月6日）為教會成立六十二週年纪念主日崇拜 

感謝主以往一直的帶領與保守,使我們在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 2020 年裡

更加信靠主,與主同行,感受到從主而來的愛、平安和喜樂。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ltR0wCkUGQw3kH_iFfIBQ/
https://tithe.ly/give?c=1305144


下主日(9 月 6 日)是教會成立六十二周年紀念主日崇拜，屆時,將有教會

唱詩班獻詩聖詩 “耶穌領我”。讚美詩將用英文和中文頌唱,將會有唱

詩班的 15 位弟兄姊妹參加這次唱詩。 
 

長老會報告 

1. 長老會按會章一致通過推薦按立楊征基傳道為牧師職位；已於

8/22 週六上午通過牧師候選人考核會。考核委員會包括三位在

任長老和兩位牧師，加上邀請兩位客座牧師（馬里蘭聖經教會程

德鵬牧師， 和蒙郡華人浸信會劉健全牧師）參加。如考核通過，

即通知長執會召開臨時會員大會，投票通過按立楊傳道為牧師提

案。會員大會通過後，長老會即決定日期，舉行牧師按立典禮。

詳情屆時宣佈。請為楊傳道按立牧師事宜禱告， 一切榮耀歸給

上主。 

2. 按照會章規定，長老會一致通過推薦許國炎（Kok-Eam Khor）弟

兄為長老候選人。將於 2020 年九月開始進行為期一年的訓練和

觀察，包括證道、教導、領會、關懷、團隊事奉、等服事，在一

年訓練期滿后，將舉行長老候選人考核會，如考核通過，長老會

即通知長執會，將提案交會員大會通過，並設定長老按立日期與

儀式等，屆時當有詳細報告。 
 

2020 年臨時會員大會 
茲定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三日，星期日，下午兩點，通過網絡會議舉行

臨時會員大會。 

大會將按長老會提議投票決定是否按立楊征基傳道為牧師。楊傳道經已

通過長老會舉行的牧師候選人考核會，長老會一致推薦按立楊傳道為牧

師職分。請會員踴躍參加，并為此會議事項禱告。 

請事先點擊此處登記以計算出席人數。登記於本週日八月三十日開始，

請弟兄姊妹為此次臨時會員大會代禱。 
 

下主日的聖餐準備 
下主日為九月份的第一個主日(9月6日),領受聖餐的方式為：每個家庭準

備一些葡萄汁或者葡萄酒和沒有發酵過的麵包或餅（可以在家製作無酵

餅：用麵粉和水混合,再攤成一個小餅加熱烤熟即可）。 
 

九月全教會禱告會 
九月的全教會禱告會將於週五 9 月 4 日晚 8:00 在網上進行。 
 

銀泉母會 2020 年度每週讀經提示﹕（8 月 30 日-9 月 5 日） 

 

上主日奉獻 

上主日(8/23/2020)崇拜奉獻 

經常奉獻        $ 5,854 

宣教奉獻        $ 1,100 

总计        $ 6,954 
 

2020年七月份財政簡報 

 

 

科堡分堂事工报告 
1. 本週主日8/30科堡分堂與銀泉母會中文堂聯合崇拜，聚會時間如下： 

a. 成人崇拜:上午 11:30 舉行線上崇拜直播,母會 Youtube 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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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科堡成人主日學：仍然維持於上午 9:15 - 10:00 舉行。 

科堡成人主日學將自 9 月開始教導舊約「撒母耳記(上、下)」課

程；鼓勵大家參加學習。 

2. 奉獻方式： 

a. 可以郵寄奉獻支票至母會基督教華府中國教會，地址 7716 

Piney Branch Road, Silver Spring, MD 20910。奉獻用途可寫：

科堡分堂。 

b. 也可以上網奉獻：請點擊鏈接https://tithe.ly/give?c=1305144

以信用卡奉獻。 

3. 弟兄團契-科堡分堂的「弟兄團契」自七月份開始聚會，於每月的第

二、四周週四晚上 7:30-9:00 線上聚會。九月第二週四（9/10）晚上

7:30-9:00 舉行線上聚會。由吳銘鎮長老帶領專題「2. 操練謙卑」。 

4. 周五團契聚會-下週五(9/4)晚 8:00 團契聚會由楊傳道帶領,內容有詩

歌、加拉太書信息、分享。7:00 開始先有【研經日課】提問與分享。 

5. 禱告會-每月第二、四周的周五晚 7:00 禱告會，邀請弟兄姊妹們為

神國度、教會事工和個人家庭之需要同心禱告主。 

6. 姊妹團契聚會-下周二(9/1)下午 12:30 舉行。于綺蘋師母帶領「悲劇

英雄參孫」。 

7. 線上靈修—週一～週五早上 9:00-9:30 舉行線上讀經靈修，歡迎參

加。若無法參加,也可上網觀看錄影學習：www.cccgwc.org選“科

堡分堂”  “科堡分堂靈修”。 

8. 本週背誦經句 

太 10:8     … 你們白白地得來，也要白白地捨去。 

 

 

 

8月30日 

(日) 

8月31日 

(一) 

9月1日 

(二) 

9月2日 

(三) 

9月3日 

(四) 

9月4日 

(五) 

9月5日 

(六) 

以西結

書24-26

章 

以西結

書27-28

章 

以西結

書29-31

章 

以西結

書32-33

章 

以西結

書34-36

章 

以西結

書37-39

章 

以西結

書40-42

章 

 銀泉母會 宣教經費(Mission Fund) 科堡分堂 

收入 $37,788                    $4,466                 $5,400 

支出 $37,213      $8,850     $3,876 

比對       $575   ($4,384) $1,524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ltR0wCkUGQw3kH_iFfIBQ/
https://tithe.ly/give?c=1305144
https://tithe.ly/give?c=1305144
http://www.cccgwc.org/


科堡分堂主日事奉小组 

 

 

主日学的课堂和时间安排 

成人中文主日學用新的Webex（有更新）： 

 
 
教員: 何樹澎 弟兄(8月); 上課時間：10:00am-11:00am  

高中初中學生主日學:（備註:6-8月高中與初中在一起上课） 

 
 
教員: Chris Sung 宋修志青年傳道; 上課時間: 11:15am-12:15pm 

小學生主日學   

 
 

教員:  魏光宏 弟兄 / 劉玉濤姊妹; 上課時間：10:00am-11:00am 

學齡前兒童主日學（有更新）: 

 

 

教員:  吳東晴姊妹（8 月）; 上課時間：10:00am-11:00am 

 
 

 

 
 

 8月30日 9月6日 

講道 吳銘鎮長老 楊征基傳道 

領會  
參加母會 
聯合崇拜 

吳銘鎮長老 

司琴 吳長老/吳師母/楊師母 

投影片製作 崔明杰弟兄 

週報製作 楊巍姊妹 

成人主日學 許四海弟兄 朱旭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