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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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程序 
   Sunday Worship Service 

主後二千零二十年十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半 

October 18th, 2020 11:30 a.m. 
 

* 請起立 
   

   宣   召 

 
   默   禱 

                                       

讚 美 詩*    

 

   禱   告* 

 
讀   經    彼得後書 1：3-11  
                                            
證   道                                豐富進入神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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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會員大會定於 2020 年 10 月 25 日（主日下午）2：00 舉行。

大會其中一項議程為投票通過 2021 年執事候選人名單。請大家為此

事工禱告；為 2021 年教會執事禱告。 

2. 請為身體軟弱的肢體: 林秀華姊妹、楊佳明 (Charles)弟兄、張小文姊

妹、朱曉青姊妹(Lucie Chen)、吳銘鎮長老的母親、陳義正長老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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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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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請為 2020 美國大選禱告。 

4. 在這個美好的秋季，請為我們教會的每一個家庭禱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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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請為面臨財政困難的家庭而禱告。 

7. 請為教會的重新開放時間而禱告。 

8. 請為教會各項事工禱告,為網路講臺、主日學事奉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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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長老的父親在台灣的醫院加護病房治療,請代禱求主醫治康復。 

2. 張文姿姊妹經診斷患有免疫系統失調之紅斑狼瘡,請代禱求主醫治

身體健康得醫治改善。 

3. 請弟兄姊妹踴躍參加成人主日學的舊約「撒母耳記(上、下)」課程。 

4. 請代禱求主施恩,早日平息新冠病毒疫情、山火,以及帶領美國總統

大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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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為尚未接受福音的家人代禱,盼能早日全家信主。 
 

教會事工（十月十八日） 
 

教會講台事奉    

 銀泉英文堂：今主日10月18日林牧師；下主日10月25日許國炎弟兄。 

 銀泉中文堂：今主日10月18日趙牧師；下主日10月25日楊征基牧師。 

 科堡分堂: 今主日10月18日楊征基牧師； 

           下主日10月25日與銀泉母會聯合崇拜楊征基牧師。 
 

2020 年度第三次會員大會 
第三次會員大會定於 2020 年 10 月 25 日（主日下午）2：00 舉行。大會

其中一項議程為投票通過 2021 年執事候選人名單。請大家為此事工禱

告；為 2021 年教會執事禱告。 
下表為 2020-2021 年度執事及新提名執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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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新提名的2021年執事，其他為2020年連任執事。 
 

2020年度宣道年會報告 

感謝赞美主！2020 年宣道年會上週末在網路上進行，但仍然氣氛熱烈並

順利完成。求主激勵每位信徒傳福音與宣教的熱誠，得著更新，有效地

遵行主耶穌吩咐我們向世人傳福音的大使命。您現在仍然可以向神禱

告，憑著信心按照下面的鏈接來填寫信心奉獻表格。願我們積極地以禱

告及金錢參與廣傳福音的事工。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ONKVV_HxAlB45XsxyIh6Fp
tP2_Fakf9DLGAqq43Ismbby_Q/viewform?usp=sf_link 
 

銀泉母會 2020 年度每週讀經提示﹕（10 月 18 日-10 月 24 日） 

上主日奉獻 
上主日(10/11/2020)崇拜奉獻 

經常奉獻          $ 8,864  

宣教奉獻          $ 3,650 

科堡奉獻          $ 1,100 

总计        $ 13,614 
 

主日学的课堂和时间安排 
成人中文主日學用新的Webex： 

 
 
 
教員: 林慕全(Mark) 弟兄(9月); 上課時間：10:00am-11:00am  

高中初中學生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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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 Meeting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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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瑤姊妹；上課時間：10:00am-11:00am 
 

 

 

 
 

 
 
 
 

主席 Chairman  潘榮榮弟兄 Rongrong Pan  

副主席 Vice Chairman  何慶瑜姊妹 Pam Ho * 

文書 Secretary  薛瀚榮弟兄 Han-Ron Siah * 

財務部 Treasurer  葉  素姊妹 Sue Ip  

教育部 Education Dept.  雷震梅姊妹 Jennie Woo * 

傳道部 Evangelism Dept.  劉玉濤姊妹 Yutao Liu * 

宣道部 Mission Dept.  陶  然弟兄 Ran Tao * 

助道部 Training Dept.  畢鐵鳴弟兄 Timothy Bi  

保管部 Maintenance Dept.  楊少齊弟兄 Shao C. Yang  

服務部 Service Dept.  李永耀弟兄 Steve Lee  

招待部 Usher Dept.  王以農弟兄 Kevin Yinong Wang  

關懷部 Caring Dept.  潘杏芳姊妹 Ada O`Donnell * 

10月18日 

(日) 

10月19日 

(一) 

10月20日 

(二) 

10月21日 

(三) 

10月22日 

(四) 

10月23日 

(五) 

10月24日 

(六) 

路加福音 

2-3章 

路加福音 

4-5章 

路加福音 

6-7章 

路加福音 

8-9章 

路加福音 

10-11章 

路加福音 

12-13章 

路加福音 

14-16章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ONKVV_HxAlB45XsxyIh6FptP2_Fakf9DLGAqq43Ismbby_Q/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ONKVV_HxAlB45XsxyIh6FptP2_Fakf9DLGAqq43Ismbby_Q/viewform?usp=sf_li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