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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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崇拜程式 

    Sunday Worship Service 
主後二千零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半 

July 26th, 2020 11:30 a.m. 
 

* 請起立 

   

   宣   召 

 
   默   禱 

                                       

   禱   告* 

 
   讚 美 詩*    

   
讀   經    約伯記1章 

                                            
證   道                                約伯的非常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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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今主日下午兩點將要召開的 2020 年第二次會員大會禱告。 

2. 請為教會弟兄姊妹的平安和教會的重新開放時間而禱告。 

3. 請為新冠病毒疫情而受災的全世界的人們禱告。特別為失去生命、

感染病毒、經濟和生活受到重創的家庭而切切禱告。 

4. 請為教會各項事工禱告,為網路講臺、主日學事奉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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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身體軟弱的肢體: 南非宣教士楊飛及其全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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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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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請為中國的洪水災情代禱，求主憐憫災民，減輕、早日平息水患。 

3. 請為曹蔚茹姊妹於 7/28 由中國返回美國的行程之平安與順利代禱。 

4. 請為靳福春弟兄拔牙手術之康復，以及後續將作更換人工膝關節手

術之安排代禱。 

5. 請為靳穎姊妹將拔除數顆智齒手術代禱。 

6. 田穎斐姐妹脚踝色素瘤清除手術順利完成，傷口繼續恢復中；求主

完全醫治，早日康復。 

7. 為成人主日學[新生命]課程的老師教導及弟兄姊妹參與學習的熱誠;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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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為尚未接受福音的家人代禱，盼能全家信主。 
 

教會事工（七月二十六日） 
 

教會講台事奉 

 銀泉中文堂: 今主日7月26日（與科堡分堂聯合崇拜）楊征基傳道； 

                          下主日8月2日趙宇牧師。 

 銀泉英文堂: 今主日7月26日Steve Eatmon牧師(特邀講員)； 

               下主日8月2日林泰景牧師。 

 科堡分堂: 今主日7月26日聯合崇拜；8月2日吳銘鎮長老。 
 

今主日（7月26日）下午兩點舉行第二次會員大會 

茲定於2020年7月26日，星期日下午兩點，通過網絡會議舉行本年度第二

次會員大會，請本教會會員踴躍參加。大會議程包括: 通過接纳上次會

員大會記錄，推薦並通過2021年執事提名委員會成員，通過對部分宣教

單位支持的調整建議，並有牧師、傳道、科堡事工、長老會和執事會報

告。請會員踴躍參加並請為以上會議事項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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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事先點擊此處註冊登記以便計算出席人數。 

★ 會員大會自下午兩點開始,使用Webex,請點擊以下連結參加會議。 

 

Meeting number (access code):  

Meeting password:  

 

歡迎Steve Eatmon牧師 
我們歡迎Steve Eatmon牧師作為今主日英文堂特邀講者。Steve Eatmon牧

師自2015年以來一直在馬里蘭中華聖經教會 (CBCM) 擔任青少年部主

任。Steve Eatmon畢業於北弗吉尼亞州的Chantilly高中。他在高中時期接

受基督為救主。在大學里,他感受到主的召唤，开始全職服事并在Asbury

神學院獲得了神學碩士學位。Steve在2010年与Heather结婚，他們现在有

兩個孩子: Ryan (2012) 和Rachael (2014)。在業餘時間, Steve喜歡踢足球、

打籃球、聽音樂、戶外活動並和家人在一起。 
 

下主日的聖餐準備 

下主日為八月份的第一個主日(8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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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份長執會 (8月1日) 

將採用Webex 會議的方式在網路上進行。時間為週六(8月1日)上午9:30

開始會議內容，之前8:30-9:15有禱告會，請執事們按時參加。 
 

銀泉母會 2020 年度每週讀經提示﹕ （7 月 26 日-8 月 1 日） 

 

上主日奉獻 

上主日(7/19/2020)崇拜奉獻 

經常奉獻      $ 4,430 

宣教奉獻      $ 1,900 

科堡分堂奉獻         $ 900 

总计      $ 7,230 

 
 

 

 

科堡分堂事工报告 
1. 本週主日7/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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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用               線上方式）。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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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聚會已于 7/23 週四晚

上線上舉行；使用的學習教材為「作個大丈夫—男子漢成長祕笈」。

下次聚会时间为 8/13 週四晚上 7:30-9:00。 

4. 周五團契聚會-7 月 31 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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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下午 12:30 舉行。于綺蘋師母帶領「退

休生活」。採用                      軟件上線；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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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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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1:8       耶和華問撒但說：「你曾用心察看我的僕人約伯沒有？地上再

沒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 神，遠離惡事。」 

9. 科堡分堂主日事奉小组 

 

 

 
 

7月26日 

(日) 

7月27日 

(一) 

7月28日 

(二) 

7月29日 

(三) 

7月30日 

(四) 

7月31日 

(五) 

8月1日 

(六) 

以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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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以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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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以賽亞

書51-53

章 

以賽亞

書54-57

章 

以賽亞

書58-60

章 

以賽亞

書61-64

章 

以賽亞

書65-66

章 

 7月26日 8月2日 

講道 楊征基傳道 吳銘鎮長老 

領會  
參加母會 
聯合崇拜 

朱旭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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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BGCDqYPdY7PwAD8n9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ltR0wCkUGQw3kH_iFfIBQ/
https://tithe.ly/give?c=1305144
https://tithe.ly/give?c=1305144
http://www.cccgw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