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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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後二千零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半 

June 28th, 2020 11:30 a.m. 
 

* 請起立 
   

   宣   召 
 
   默   禱 
                                       
   禱   告* 

 
讚 美 詩*   1. 獻上活祭 
   2. 我心頌讚 
   
讀   經   使徒行傳 26：18； 以弗所書 2：1-10 
                                            
證   道                                進入光明,行出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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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會趙揚姊妹的父親在北京去世,請為趙揚姊妹和她的家人禱告,
求主親自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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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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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美國一些城市因執
法和種族議題產生的紛擾與動盪不安。 

2. 請為靳福春弟兄拔牙手術，以及未來將作更換人工膝關節手術之安
排代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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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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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為尚未信主的家人代禱盼能接受福音。 
 

教會事工（六月二十八日） 
 

教會講台事奉 
� 銀泉中文堂: 今主日6月28日（與科堡分堂聯合崇拜）吳銘鎮長老； 
                          下主日7月5日趙宇牧師。 
� 銀泉英文堂: 今主日6月28日Joshua Ong牧師；下主日7月5日林牧師。 
� 科堡分堂: 6月28日聯合崇拜；7月5日楊征基傳道。 
 

今天成人主日學的課堂和時間安排最新變更 
� 英文部林泰景牧師和師母於6月22-29日期間休假,所以今天
的英文成人及大學生主日學暫停一次,下個主日照常進行。 

� 自今主日開始,中文成人主日學的Webex Link變更為：
https://cccgw.my.webex.com/meet/cccgw 
Meeting Number: 126 336 9044 
Join by phone:+1-415-655-0001 US Toll;  
+1-202-860-2110 United States Toll (Washington D.C.) 
Access code: 126 336 9044 
TEIFI



歡迎Joshua Ong牧師 
我們歡迎Joshua Ong牧師作為今主日英文堂特邀講者。Joshua Ong牧師擔
任過英文牧師 (紐約州) 和青年傳道 (德州), 擁有廣泛豐富的閱歷和經
驗。他目前正在西南浸信會神學院(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攻讀博士學位。觀看和參與各項運動,以及閱讀時事和神學書
籍是他平時的最大愛好。 
 

下主日的聖餐準備 
下主日為七月份的第一個主日(7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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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教會禱告會(週五, 7月3日,晚8點) 
本週五晚八時的全教會禱告會仍將採用Webex 會議的方式在網路上進
行。 您可以事先在電腦上下載Webex軟體,我們將稍後通過郵件或者短信
的方式將link發給您,點擊link就可以參加網路上的禱告會。請為教會可以
重新開放的時間而禱告。 禱告會時間為本週五, 7月3日,晚8點。 
 

七月份長執會 (7月4日) 
將採用Webex 會議的方式在網路上進行。時間為本週六(7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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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中文學校報告 
受疫情影響,從今年三月開始,教會中文學校關閉。 但是,感謝主,在中文
學校老師的努力下,在學生和家長的支援和配合下,我們通過網課和電話
堅持教學,從未間斷。 在今年暑假,中文學校擬於七月份推出為期4-6周的
以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為主題的網上夏令營。 本次夏令營的特點: 
一、範圍廣:成人、大學生、中小學生均可報名。 
二、 時間靈活:夏令營從 7月 6日開始,每周上課一次,上課的具體時間
由主講老師和學生協商制定,有些課程為期四周,有些課程為期六周。  
三、凡上學期在教會中文學校註冊交費的學生均不收取費用;新報名註冊
的學員適當收取一些費用。 
以下是中文夏令營計劃開辦的課程: 

1. 雲遊中華——帶領同學們遊覽中國自然、人文景觀。 主講:劉月
霞老師liuyuexia@hotmail.com; 適合學生:有一定中文基礎的成
人、大學生、高年級學生。  

2. 講故事課。 主講:梁祖琰老師/楊巍老師ywalice7716@gmail.com; 
適合學生:小學生、初中生。  

3. 學前班中文。以補上學期課程為主。主講:應淑蓉老師
shurong_y@hotmail.com. 

4. 一年級中文。以補上學期課程為主。主講:陳瑤老師
yaoyoyo80136@gmail.com. 

5. 九年級中文。以補上學期課程為主,主講:馬希民老師
3455886752@qq.com. 

報名即日開始, 課程安排將視報名情況可能會有所調整。如有任何問題,
請與中文學校校長梁祖琰弟兄聯繫。 請大家為中文學校事工禱告。 
 

教會關懷部報告 
今年二月份因著中國疫情的嚴重,我教會捐獻了一千美金,支援武漢地區
抗擊疫情。之後疫情擴散到全球, 也使美國遭到重創。這次新冠疫情打
破了人們的正常生活, 也有一些人失業, 給生活帶來難處。做為教會的關
懷部,在這樣一個時候，向教会的弟兄姐妹发出号召，盡我們個人的能力, 
捐款到食品銀行, 帮助一些家庭、個人渡過難關。如果神給你有這樣的
感動,請捐款到本教會慈善基金(Charity Fund)。 從這個星期開始,慈善基
金(Charity Fund)收到的捐款,我們都會統一捐到食品銀行。 假如我們教
會中哪個家庭或個人有生活上的難處,也請讓教會知道。 有任何相關問
題,請聯繫關懷部羅莎姐妹: 
301-793-3408，Email: rosaluo2003@hotmail.com 
 

科堡分堂事工报告 
1. 今主日6/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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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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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ToMeeting線上方式,密碼：657568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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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堡分堂將於7月3日至24日，在連續四次週五團契聚會時間舉辦「傳
福音培訓」課程,主題如下,請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日期（週五晚8-9:30） 主    題 授課人 

7月3日 1. 主福音的託付與帶領 楊征基傳道 
7月10日 2. 簡介福音圖 吳銘鎮長老 
7月17日 3. 生命生活與事奉 吳銘鎮長老 
7月24日 4. 傳福音的橋樑 楊征基傳道 

4. 科堡分堂的「弟兄團契」將自七月份開始聚會，於每月的第二、四
周週四晚上7:30-9:00線上聚會。七月的聚會日期為7/10和7/24，請弟
兄們預留時間參加。 

5. 周五團契聚會-本周五(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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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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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姊妹團契聚會-下周二(6/30)下午 12:30舉行。由於綺蘋師母帶領查
經「喜樂」。採用 GoToMeeting 軟件上線；密碼：377496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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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泉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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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ccgw.my.webex.com/meet/cccgw 
Meeting Number: 126 336 9044; Join by phone: +1-415-655-0001 US Toll; 
+1-202-860-2110 US Toll (Washington D.C.) 
Access code: 126 336 9044 
教員: 潘榮榮弟兄 / 趙宇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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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zoom.us/j/96158486588 
Meeting ID: 961 5848 6588; Password: 79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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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s02web.zoom.us/j/81059115182?pwd=bTdtcGJpbG11VHBhMzZOL29kcENjdz09 
Meeting ID: 810 5911 5182； Password: woaiZHU 
教員:  黃麗娟姊妹/ 劉玉濤姊妹; 上課時間：10:00am-11:00am 
學齡前兒童主日學（有更新）: 
https://meetingsamer4.webex.com/meet/cccgwssp 
Meeting Number: 299 860 302 
Join by phone: 408-418-9388; Access code: 299 860 302 
教員:  吳東晴姊妹; 上課時間：10:00am-11:00am 
 

聯繫教會工作人員 
受疫情升級的影響, 教會工作人員目前仍安排值班。 請您在前往教會之前,務必
與以下教會工作人員之一取得聯繫。 
¾ Rev. Yu Zhao 趙宇牧師 (中文牧師): 607-329-6263； 

pastordanielzhao@gmail.com 

¾ Rev. David Rim 林泰景牧師 (英文牧師):847-224-7971； 
davidtkrim316@gmail.com 

¾ Youth Minister Chris Sung宋修志青年傳道: 614-302-3200； 
csung.89@gmail.com 

¾ Minister Yang楊征基傳道：301-232-8842； nathanielycc@gmail.com 

¾ Church Secretary Alice Wei Yang楊巍秘書: 301-693-3581； 
ywalice7716@gmail.com 

¾ Children Ministry Director Grace Wei兒童事工主任魏婷娉：202-734-5307; 
kwh3@hotmail.com 

¾ Chinese School Principle Peter Leung梁祖琰中文學校校長：240-780-7282；
pcleungus@hotmail.com 

 

銀泉母會2020年度每週讀經提示﹕（6月28日-7月4日） 
 

 
 
 

上主日奉獻 
上主日(6/21/2020)崇拜奉獻 

經常奉獻   $ 17,326 
宣教奉獻     $ 2,453 
科堡奉獻        $ 303 
总计  $ 20,082 

 

2020年五月份財政簡報 
 

6月28日 

(日) 
6月29日 

(一) 
6月30日 

(二) 
7月1日 

(三) 
7月2日 

(四) 
7月3日 

(五) 
7月4日 

(六) 
箴言 
4-7章 

箴言 
8-10章 

箴言 
11-13章 

箴言 
14-16章 

箴言 
17-19章 

箴言 
20-22章 

箴言 
23-25章 

 銀泉母會 宣教經費(Mission Fund) 科堡分堂 
收入 $48,924                   $5,712         $2,506 
支出 $42,219      $7,850    $7,174 
比對   $6,705   ($2,138) ($4,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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