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新冠病毒疫情，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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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Sunday Worship Service 

主後二千零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時半 

January 24th, 2021 11:30 a.m. 
 

* 請起立   
 

宣   召 

 

默   禱 
 

唱  詩*   第66首： 樂哉，救主為王 
 

禱   告* 
 

讚 美 詩*                                1.  祢是我生命的亮光 

2.  時刻讚美主 
 

讀   經     約伯記 2章 
 

證   道                                新冠疫情下看苦難 
 

唱   詩                                      第370首： 更親近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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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疫情能得遏止和儘快結束而禱告。 

2. 請為教會即將舉行的 2021 年第一次會員大會禱告。 

3. 請為教會執事以及 2021 年的新執事禱告。 

4. 請為教會的重新開放時間而禱告。 

5. 請為教會各項事工禱告,為網路講臺、主日學事奉禱告。 

6. 請為面臨財政困難的家庭而禱告。 

7. 請為身體軟弱的肢體:  Paul Gieschen 弟兄、 劉钿華弟兄、鄭敏夫弟

兄和鄭陳韻緗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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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帶領美國總統大選結

果、社會能安定; 

2. 請為身體軟弱的弟兄姊妹代禱,計有張文姿、趙春曉姊妹,蔡建祥、靳

福春弟兄; 

3.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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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 

4. 請為尚未接受福音的家人代禱,盼能早日全家信主,蒙恩榮耀主! 
 

教會事工（一月二十四日） 
 

教會講台事奉    
 銀泉英文堂:今主日1月24日林泰景牧師；下主日1月31日林泰景牧師。 

 銀泉中文堂: 今主日1月24日（與科堡分堂聯合崇拜）楊征基牧師； 

        下主日1月31日（與科堡分堂聯合崇拜）趙宇牧師。 

 科堡分堂: 今主日1月24日及下主日1月31日與銀泉母會聯合崇拜。     
 

2021年度第一次會員大會 

將於下主日（1月31日)下午2：00在线上舉行。大會的主要議程是聽取牧

師、長老會、長執會的上季度報告和2021年度教會主要事工。要參加會

議的會員，請提前在此登记: https://forms.gle/49TFhtkJ53uBVsTm6  

會議當天1月31日下午請使用以下方法進入會議： 
 

慶祝春節福音晚會 

教會將於中國農曆新年正月初一（2021年2月12日）晚上八時在線上舉行

慶祝春節福音晚會。 晚會程序和链接地址將稍後公佈。 歡迎弟兄姊妹邀

請親友參加，並為此福音晚會禱告。 
 

援助鄰里社區的募捐活動 
我教會目前發起一項募捐活動，為教會所在社區的Piney Branch 小學贈送

一些25元的Walmart超市禮品卡，以幫助有財政困難的家庭。我們教會在

聖誕節期間已經捐贈过一次，校方十分感謝。現在疫苗剛剛開始出現，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ltR0wCkUGQw3kH_iFfIBQ/
https://tithe.ly/give?c=1305144
https://forms.gle/49TFhtkJ53uBVsTm6


但是疫情卻處在相當嚴重的階段。我們向教會的弟兄姊妹發啟這個募捐

活動，若您願意參與此活動，可以通過捐贈。 

方式一：採用平时網上奉献的链接，并注明"Fund Name: Reaching Our 

Neighborhood"）。方式二：郵寄支票到教會地址(支票抬頭：CCCGW, memo: 

Reaching Our Neighborhood) 。 

活动在2月7日之前截至，感謝您的慷慨解囊。我們相信我們為社區作出

的善舉將會像一粒粒種子那樣在未來的福音外展的事工裡生根發芽。 
 

財務部報告—2020年的奉獻收據 
您通過電子郵件收到的2020年終奉獻收據是从教會的網上奉獻戶口直接

發送給奉獻者的。 這些收據所包含的數額僅為您通過網上奉獻的金額，

不包括您用支票等其他方式奉獻的金額。 我們教會财政部已经通過美國

郵政（USPS）將完整的2020年奉献收據郵寄給您。 您應該在一月底前收

到此郵件。 如果因此給您帶來混淆，我們深表歉意。如果有任何疑問，

請電郵 Sue Ip 姊妹詢問。 
 

编纂教會2021年通訊錄 
教會準備編纂2021年通訊錄，如弟兄姊妹通信錄上的資訊自去年有更

改，或是在通訊錄沒有資料的弟兄姊妹及慕道友，請與教會秘書楊巍 Alice

聯繫。 
 

銀泉母會 2021 年度每週讀經提示﹕（1 月 24 日-1 月 30 日） 
 

 

上主日（1月17日）奉獻 
經常奉獻            $ 4,040 

宣教奉獻               $ 400 

科堡奉獻            $ 1,200 

伸援教會社區的募捐基金               $ 500 

总计            $ 8,465 
 

 

主日学的课堂和时间安排 

成人中文主日學  

教員: 林慕全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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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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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員: Grace 姊妹/ Daniel Chen 弟兄；上課時間：10:00am-11:00a 

科堡分堂事工报告 
1. 本週主日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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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主日學:于 9:15-10:00am 舉行。雷玲姊妹帶領主題:「撒母

耳記(上、下)」課程第 11 講 A“大衛王之軟弱失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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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堂訂於 1/30 (下週六)晚上 7:00-8:30 召開「2021 年科堡事工

全體會議」,歡迎弟兄姊妹提供建議、議題。 

4. 週五(1/29) 團契聚會由楊牧師帶領,內容有詩歌、腓立比書信

息、分享。7:00 開始先有禱告會。 

5. 弟兄團契聚會(每月第二、四週的週四)— 週四(1/28)7:30-9:00 

pm 聚會,由戴秉鈞弟兄帶領專題「互連網通訊安全」。 

6. 姊妹團契聚會 

週二(1/26)下午 12:30 舉行;由曹蔚茹姊妹帶領專題。 

7. 線上靈修—每週週一~週五早上 9:00-9:30 舉行線上靈修讀經,

歡迎參加。 

8. 本週背誦經句 

伯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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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雖激動我攻擊他,無故地毀

滅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純正。」 

1/24 
(日) 

1/25 
(一) 

1/26 
(二) 

1/27 
(三) 

1/28 
(四) 

1/29 
(五) 

1/30 
(六) 

利未記 

1-4章 

利未記 

5-7章 

利未記 

8-11章 

利未記 

12-14章 

利未記 

15-17章 

利未記 

18-20章 

利未記 

2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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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