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的現場主日敬拜已經重新開放，同時在網上直播（以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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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四日上午十一時半 

July 4th, 2021 11:30 a.m. 
* 請起立   

宣   召 

 

默   禱 
 

唱  詩*    第5首：聖哉三一 
 

禱   告* 
 

讚 美 詩*     1. 有一位神 

2. 進入你的同在 
 

讀   經      馬太福音 16:13-20  
 

證   道                                 耶穌是神兒子—有福的認識 
 

聖   餐* 
 

唱   詩      第173首：寶血活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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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教會即將舉行的線上培靈大會（7/16-7/18）禱告。 

2. 請為已經注射了 Covid 疫苗和正在準備疫苗注射的弟兄姊妹禱告。 

3. 請為教會的重新開放而禱告。 

4. 趙宇牧師於 6-8 月休安息年假，在此期間科堡分堂與母會中文堂將進

行聯合崇拜，請為教會的講台事奉禱告。 

5. 感謝神!「幸福小組」同工的培訓,於上主日（6 月 27 日）全部完成;

實際的傳福音聚會將於 9 月開始,將有 8 次幸福小組聚會,請邀尚未

信主的家人參加,並為他們代禱。 

6. 請為暑期兒童聖經學校（VBS）各項事工禱告。 

7. 請為教會各項事工禱告,為網路講臺、主日學事奉禱告。 

8. 請為面臨財政困難的家庭而禱告。 

9. 請為身體軟弱的肢體、長輩禱告：黃君秀姊妹，成樺弟兄，鄭敏夫和

鄭陳韻緗，黃素民弟兄，林秀華姊妹，趙王美華姊妹，劉鈿華弟兄、

劉呂潤芝師母，唐瑋姊妹，傳教士 Paul Gieschen，求主醫治和保守。 
 

科堡分堂:  

1. 請為尚未接受福音的親人代禱,盼能早日全家信主,蒙恩榮耀主!科堡

靈修晨禱會也每天輪流為教會一個家庭代禱;也請將要代禱的事項

知牧師或關懷同工,以便代禱; 

2. 請代禱求主施恩,早日平息新冠病毒疫情,以及不同種族群體之間能

和諧與相互尊重; 

3. 請為身體軟弱、或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代禱,計有趙春曉姊妹,呼喚姊妹

懷孕 8 月預產,靳福春、吳漢漳弟兄,及朱旭弟兄鼻中隔手術的復原,

求主醫治康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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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事工（七月四日） 
 

教會講台事奉    

 銀泉中文堂與科堡分堂聯合崇拜：今主日7月4日楊征基牧師； 

             下主日7月11日何燊長老。 

 銀泉英文堂： 今主日7月4日林牧師；下主日7月11日林牧師。 
 

線上培靈大會 

教會中文部將於 7/16-7/18 舉行線上培靈會，由正道神學院院長黃成培牧

師主講，主題是「光的畫像」。點擊查看培靈會的會議日程。 

時間是：7/16 （週五） 8:00-9:30pm;  7/17（ 週六） 8:00-9:30pm;  

     7/18（ 週日）11:30am-12:30pm (週日將現場和線上同時進行)。 

請團契和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網上連結地址將稍後公佈。)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ltR0wCkUGQw3kH_iFfIBQ/
https://tithe.ly/give?c=1305144
../../../../Special%20Programs-Good%20Friday-Christmas-Thanksgiving-church%20picnic/2021/Revival%20Meeting%200716-18.docx


2021 年第二次會員大會報告 

感謝神！ 在上主日（6 月 27 日）下午教會完成了 2021 年度第二次會員

大會。會議接納了上次會員大會的記錄，聽取了牧師和傳道、長老會、

長執會的報告，並通過了以下議案： 

1. 吳銘鎮長老已於 5 月 15 日通過按立牧師測試，按此，大會投票通過

長老會推薦於 2021 年 9 月 4 日按立吳銘鎮長老為牧師的議案。 

2. 由長老會建議並由長執會同意，科堡分堂將不再續租主日崇拜場地，

將科堡分堂轉型為團契或查經小組，鼓勵科堡弟兄姊妹回歸母會聚會。 

楊征基牧師將辭呈於今年底（2021 年 12 月 31 日）結束在本教會的服事，

大會投票通過免除對楊牧師續聘投票的議案。 

3. 大會推薦並通過 2022 年執事提名委員會的三位成員：余國璋弟兄，

張振華弟兄，戴碧玲（Florence Teh）姊妹。 

4. 大會通過一項新議案：向楊征基牧師和楊師母的忠心服事表達感謝。

求主帶領楊牧師一家，看顧保守並照亮他們前方的路，阿門！ 
 

取消 7 月的長執會 

由於獨立日假期的緣故，原定於 7 月 3 日的 7 月份長執會取消。 
 

暑期兒童聖經學校開始接受報名 

暑期兒童聖經學校 (VBS) 將於今年 8 月 2 日至 6 日在網路上舉行。我們

將使用 LifeWay's Destination《生命之路的目的地》為基礎教材，這部教

材專注於使孩子發現和認識主耶穌。聖經學校對所有一年級至五年級的

兒童開放，報名從現在開始至 7 月 11 日截止。欲瞭解更多資訊，請聯

繫宋修志(Chris Sung)青年傳道或兒童事工主任郭婷娉 Grace Wei 姊妹。 

註冊報名鏈接：  https://forms.gle/sFV7dN8inUdTc16H7 
 

今主日（7/4）中文堂崇拜結束後，有簡單午餐供應。歡迎弟兄姊妹留

下來用餐，彼此交通。 
 

銀泉母會 2021 年度每週讀經提示﹕（7 月 4 日-7 月 10 日） 
 

 

上主日崇拜（6月27日）現場出席人數 

中文堂 英文堂 

23人 29人 

上主日（6月27日）奉獻及2021年6月份奉獻總數 

 6月27日 2021年6月份 

經常奉獻            $ 22,951            $ 40,990 

宣教奉獻            $      900            $   2,500 

科堡奉獻            $      100            $   2,020 

总计            $ 23,951            $ 45,510 
 

主日学的课堂和时间安排 

成人中文主日學  

教員: 余國璋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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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 am-12:30 pm 

小學生主日學（新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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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yl Lin；上課時間：10:00-11:00am 
 

基督教華府中國教會 主日事奉小組 

 

科堡分堂事工報告（七月四日） 

1. 今後科堡與母會中文堂每主日都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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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主日(7/4)由楊師母帶領「創世記」第 7 講 C:先祖時期 - 亞

伯拉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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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團契聚會: 

週五(7/9)晚 8:00 團契聚會由楊牧師帶領。7:00 開始先有禱告會。 

4. 禱告會： 

每月第二、四週的週五晚 7:00 禱告會,邀請弟兄姊妹們為神國度、教

會事工和個人與家庭之需要同心禱告主。 

5. 弟兄團契聚會(每月第二、四週的週四)： 

 七月第二週四(7/8)晚 7:30-9:00 由楊牧師帶領「作個大丈夫專

題 11. 勝過焦慮 」。 

 七月第四週四(7/22)晚 7:30-9:00 由靳福春弟兄主講專題「走進

體育」。 

6. 姊妹團契聚會： 

7/4 
(日) 

7/5 
(一) 

7/6 
(二) 

7/7 
(三) 

7/8 
(四) 

7/9 
(五) 

7/10 
(六) 

箴言 

26-28章 

箴言 

29-31章 

傳道书 

1-4章 

傳道书 

5-8章 

傳道书 

9-12章 

雅歌 

1-4章 

雅歌 

5-8章 

 7 月 4 日(聯合崇拜) 7 月 11 日(聯合崇拜) 

領會 Worship Leader 楊征基牧師 楊征基牧師 

講員  Speaker 楊征基牧師 何燊長老 

讚美組 Praise Team       熊珍珍、Bo Chan姊妹 熊珍珍、Bo Chan姊妹 

司琴 Pianist 劉心涯姊妹   劉心涯姊妹 

招待 Ushers Alice楊巍姊妹 Alice楊巍姊妹 

插花  Floral   蕭允寧姊妹 蕭允寧姊妹 

音響   Audio 崔俯榕姊妹 崔俯榕姊妹 

數碼錄影 Video 熊哲涵弟兄 熊哲涵弟兄 

https://forms.gle/sFV7dN8inUdTc16H7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ltR0wCkUGQw3kH_iFfIBQ


 下週二(7/6)姊妹會聚會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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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歡迎

觀看上傳的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