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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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後二千零二十年五月十日上午十一時半 
May 10th, 2020 11:30 a.m. 

 

* 請起立   
   宣   召 
 

   默   禱 
                                       

   禱   告* 
 

讚 美 詩*  1. 祢的信實廣大 
  2. 堅固磐石 
   
讀   經   約翰福音19:25-27 

                                           
證   道                                            看，你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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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新冠病毒疫情而受災的全世界的人們禱告。 
2. 請為我們的教會和教會眾弟兄姊妹禱告。 
3. 請為身體軟弱的肢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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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田穎斐姐妹脚踝色素瘤手術延後至五月底進行，請代禱求主醫治痊
愈，手術順利。 

3. 請為台灣斗六基督教路德教會的朱牧師喪子之痛禱告，求神帶領扶持
他經過這個困難，親自安慰他，賜他平安，並賜朱牧師力量牧養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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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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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講台事奉 
� 銀泉中文堂: 今主日5月10日趙宇牧師；下主日5月17日趙宇牧師。 
� 銀泉英文堂: 今主日5月10日林泰景牧師；下主日5月17日林泰景牧師。 
� 科堡分堂: 今主日5月10日吳銘鎮長老；下主日5月17日楊征基傳道。 
 

今主日英文主日學暫停通知 
今主日(5月10日)的成人英文主日學及青少年(高中、初中生)主日學暫停,
以便您有更多時間與家人一起度過母親節。 
 

KN95口罩取用通知 
我教會收到一位姊妹捐贈的一批由中國境內生產的KN95口罩。 教會準備分
發給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如果目前您和您的家人需要一些口罩作為個人防
護使用,請您與趙宇牧師、楊征基傳道或者楊巍秘書聯繫,我們會設法將口
罩傳送給您。 
 

外科手術用一次性口罩的取用通知(傳福音使用,非個人使用) 
我教會收到一批外科手術用一次性口罩。 這批捐贈口罩的使用目的是向社
區、鄰里、商鋪等居民傳福音使用。 有志於這項事工的弟兄姊妹請與趙宇
牧師和楊征基傳道聯繫。 也請為此事工禱告。 
 

銀泉母會2020年度每週讀經提示﹕（5月10日-5月16日） 

5月10日 

(日) 
5月11日 

(一) 
5月12日 

(二) 
5月13日 

(三) 
5月14日 

(四) 
5月15日 

(五) 
5月16日 

(六) 
歷代志
（下） 
35-36章 

以斯拉
記 

1-4章 

以斯拉
記 

5-7章 

以斯拉
記 

8-10章 

尼希米
記 

1-4章 

尼希米
記 

5-7章 

尼希米
記 

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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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在線敬拜- 
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教會的崇拜及主日學等聚會均改為網上連線或
Youtube直播，請點擊以下鏈接，来參加我們的主日敬拜。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ltR0wCkUGQw3kH_iFfIBQ/ 
敬拜時間未變動: 英文堂主日敬拜: 上午10:00-11:00;  
中文堂主日敬拜: 上午11:30-12:30 
 

收奉獻的臨時新辦法- 
� 您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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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會也開通了網上奉獻渠道，請點擊此鏈接，直接用信用卡或銀行帳
戶支付： https://tithe.ly/give?c=1305144。 

 

上主日奉獻 
上主日(5/3/2020)母會堂崇拜奉獻 

經常奉獻 $ 14,172 
宣教奉獻 $ 1,005 

上主日科堡分堂崇拜奉獻 
經常奉獻 $100 
總奉獻金額 $ 15,277 

 

2020年四月份財政簡報 

 

聯繫教會工作人員 
受疫情升級的影響, 教會工作人員有可能在四月份臨時更改或者取消來教
會值班。 但如有特殊需要,仍會安排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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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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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学的课堂和时间安排 
成人及大學生的英文主日學:（備註: 網上課堂有錄像。） 
https://us02web.zoom.us/j/82261653367?pwd=NlhkcllEMXA1UURSNkRBeG1
WVFRFQT09 
Meeting ID: 822-6165-3367；Meeting Password: 850634 
教員: Pastor Rim 林泰景牧師; 上課時間: 11:15am-12:15pm 
成人中文主日學：（備註: 網上課堂有錄像。） 
https://sscccgw.my.webex.com/meet/sscccgw 
Meeting Number: 794 007 040 
Join by phone：+1-408-418-9388; Access code: 794 007 040 
教員: 潘榮榮弟兄 / 趙宇牧師; 上課時間：10:00am-11:00am  
高中學生主日學（有更新）: 

從Webex改為Zoom,以下為新的連接： 
https://us04web.zoom.us/j/76167738576 
教員: Antonio Chaves; 上課時間: 11:15am-12:15pm 
初中學生主日學: 
https://zoom.us/j/96158486588 
Meeting ID: 961 5848 6588; Password: 795142 
教員: Minister Chris Sung 宋修志青年傳道; 上課時間：11:15am-12:15pm 
小學生主日學: 
https://meetingsamer4.webex.com/meet/cccgwsse 
Meeting Number: 295 948 404 
Join by phone: 408-418-9388; Access code: 295 948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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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eetingsamer4.webex.com/meet/cccgwssp 
Meeting Number: 299 860 302 
Join by phone: 408-418-9388; Access code: 299 860 302 
教員:  陈瑶姊妹 / 魏婷娉姊妹; 上課時間：10:00am-11:00am 
 

 
 
 

 
 

 銀泉母會 宣教經費(Mission Fund) 科堡分堂 
收入 $46,044                    $4,647                 $1,740 
支出 $35,412     $10,450      $6,780 
比對 $10,632   ($5,803)   ($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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