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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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程序    
Sunday Worship Service 

主後二千零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時半 

August 15th, 2021 11:30 a.m. 
* 請起立   

 

宣   召 

 
默   禱 

 

唱  詩*    第46首：神的保護 

 

禱   告* 

 
讚 美 詩*     1.  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 

        2. 主是我力量 

 
讀   經      馬太福音 17:1-9 

 
證   道                                 主登山變像的啟示 

 
唱   詩      第272首：靠主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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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要刊登個人特别需要代禱或感恩事項，請通知楊牧師或吳長老） 
1. 請代禱求主施恩,早日平息新冠病毒疫情; 

2. 請為教會的重新開放而禱告。 

3. 請為教會即將到來的各項事工禱告：  

a. 按立吳銘鎮牧師的典禮安排於 2021 年 9 月 4 日星期六上午

10：30 在銀泉母會堂舉行;  

b. 教會六十三周年紀念中英文聯合主日崇拜定於 2021 年 9 月

5 日上午 10：30 在銀泉母會堂舉行； 

c. 十月為本年度的宣道月，請為宣道年會各項事工禱告;  

d. 第三次會員大會定於 2021 年 10 月 31 日主日下午舉行，請

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並為 2022 年度執事提名代禱。 

4. 「幸福小組」實際的傳福音聚會將於 9 月開始,將有 8 次小組聚會,歡

迎邀請尚未信主的家人參加;並告知楊牧師,為他們代禱。 

5. 請為身體軟弱的肢體、長輩禱告：成樺弟兄，唐瑋姊妹(Mrs. Wei Tang 

Soong，她因缺乏食慾使得體重驟減，身體虛弱; 她的兒女希望她能

有信實的心堅持過今年耶誕節，並增加飲食和體重來抵禦疾病。 求

主憐悯唐瑋姊妹，施治癒的大能和神蹟，增添她的信心和體力)；还

有：黃素民弟兄（近期將進行眼部鐳射手術以及腸鏡檢查手術），

劉鈿華弟兄，林秀華姊妹，黃君秀姊妹，鄭敏夫和鄭陳韻緗，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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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請為科堡的弟兄姊妹中身體軟弱、或有需要的肢體代禱,計有:呼喚姊

妹懷孕 8 月下旬預產,吳漢漳弟兄肩膀韌帶受傷的康復; 

7. 請為暑假出遊的弟兄姊妹們代禱,包括吳長老與師母前往加州探親一

個月,求主保守行程平安蒙福。 

8. 趙宇牧師於 6-8 月休安息年假，請為趙牧師一家禱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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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知楊牧師或關懷同工,以便代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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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日） 
 

教會講台事奉    

 中文堂聯合崇拜：今主日8月15日楊征基牧師；下主日8月22日楊牧師。 

 銀泉英文堂： 今主日8月15日林泰景牧師；下主日8月22日林泰景牧師。 
 

致華府中國教會全體弟兄姊妹的一封信 

感謝讚美主！在疫情瀰漫籠罩的艱難時段，有主的施恩憐悯和更新意

念，讓我們能夠堅持崇拜聚會，蒙受祝福。 從 2021 年 9 月起，我們教

會將恢復到疫情前的各項主日聚會程式在現場開放。 請詳閱此週刊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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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致華府中國教會全體弟兄姊妹的一封信"，同時我們也會將這封信寄

到您家，方便您閱讀。 
 

成為新肢體 

感謝主的信實慈愛和保守！ 成樺弟兄已決志信主，並且願意接受洗禮見

證主。 成樺弟兄因長期患病而身體虛弱，教會的牧師長老和弟兄姊妹都

在一直為他禱告以及親自探訪。 求主繼續施恩憐悯保守成樺弟兄，堅定

他的信心，為主所用。 
 

致到機場接送留學生的事工 

感謝主！ 讓從中國而來的留學生來到這裡開始求學之路，也來到和我們

近在咫尺之地，可以聽到和領受主的福音。 感謝教會弟兄姊妹的擺上，

我們目前仍需要更多的接機人員（需要接受過新冠疫苗，如尚未接種疫

苗則需要近 3 日內陰性檢測結果）。 請有能力奉獻時間精力的弟兄姊妹

在 以 下 連 結 註 冊 並 聯 繫 劉 玉 濤 姊 妹 確 認 ：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SmAd8hLz7yWz0cUSwkL2HKdr3wTZQXve4VTBsVB7
32o/edit#gid=0 
 

2021 年度每週讀經提示﹕（8 月 15 日-8 月 21 日） 

 

上主日（8月8日）奉獻 

經常奉獻            $  7,042.70 

宣教奉獻            $  1,250 

科堡奉獻            $     710 

悼念蕭文輝弟兄的奉獻            $  1,750 

社區外展 (Reaching Our Neighbors)            $  1,180 

总计            $11,932.70 
 

 

上主日崇拜（8月8日）現場出席人數 

中文堂 英文堂 

30人 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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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 am-12:30 pm 

小學生主日學（新链接） 

教員:  魏光宏 弟兄 / 王玄文姊妹; 上課時間：10:00am-11:00am 

學齡前兒童主日學： 

教員: Grace/吴东晴；上課時間：10:00-11:00am 
 

 

基督教華府中國教會 主日事奉小組 

 

 

科堡事工報告（八月十五日） 

1. 成人主日學： 

本週主日(8/15)由許四海老師帶領「創世記」第 11 講之 2:先祖時期 – 

約瑟(一)。 

2. 週五團契聚會 

週五(8/20)晚 8:00 團契聚會由楊牧師帶領,內容有詩歌、以弗所書信

息、分享。 

3. 弟兄團契聚會(每月第二、四週的週四)： 

八月第四週四(8/26)晚 7:30-9:00 由靳福春弟兄帶領專題：走進體育 2 

4. 姊妹團契聚會： 

八月份由於多數家庭都安排旅遊活動,姊妹團契聚會暫停舉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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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堡 2021 年 8 月讀經進度提示表 
 

致華府中國教會全體弟兄姊妹的一封信 
 

親愛的華府中國教會弟兄姊妹和朋友們， 

                我們實在要感謝讚美神，因為在過去一年半的疫情日子中，

雖然我們不能相見會面，但是我們卻能在網上繼續舉行聚會， 而

且還得到一些意外的祝福。在最近的幾個月來，漸漸有更多弟兄

姊妹親身來參加聚會，能夠共聚一堂，同心敬拜，相見言歡，這

真是又善又美的事啊！ 

                目前新冠病毒防疫針大量供應，人人都可接種，學校也將在

秋季完全開放，學童都能回校上課。我們教會也將回復到疫情前

的主日各項聚會程序，包括主日崇拜、主日學、兒童節目和午餐

的時間安排如下： 
 

8/15(日) 8/16(一) 8/17(二) 8/18(三) 8/19(四) 8/20(五) 8/21(六) 

耶利米書 

42-45章 

耶利米書 

46-48章 

耶利米書 

49章 

耶利米書 

50章 

耶利米書 

51-52章 

耶利米哀

書1-2章 

耶利米哀

書3-5章 

 8 月 15 日 8 月 22 日 

領會 

 Worship Leader 

楊征基牧師 楊征基牧師 

講員  Speaker 楊征基牧師 楊征基牧師 

讚美組 

 Praise Team       

白海波姊妹、儲洪發弟兄 白海波姊妹、儲洪發弟兄 

司琴 Pianist 汪雪兒姊妹、 

Daniel Chen弟兄 

汪雪兒姊妹 、 

Daniel Chen弟兄 

招待 Ushers Alice楊巍姊妹 Alice楊巍姊妹 

音響   Audio 楊四旬弟兄 楊四旬弟兄 

數碼錄影 Video 余國璋弟兄 余國璋弟兄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SmAd8hLz7yWz0cUSwkL2HKdr3wTZQXve4VTBsVB732o/edit%23gid=0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SmAd8hLz7yWz0cUSwkL2HKdr3wTZQXve4VTBsVB732o/edit%23gid=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rVLwtEnRHEISUKwzCaXR6tlpr3c73dq/view?usp=sharing


九月五日，主日，教會六十三週年堂慶。 

上午十時三十分  中英堂聯合崇拜 （客座講員） 

       兒童主日學 

正午十二時    午餐（B座交誼廳） 
 

從九月十二主日開始，以後每主日事工的時間如下： 

上午十時   英語崇拜聚會  在A座聖殿主堂舉行 

      中文主日學個班 在B座教育館舉行 

      兒童崇拜    在B座教育館舉行 
 

上午十一時   茶點交通時間             在B座教育館交誼廳舉行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中文崇拜聚會 在A座聖殿主堂舉行 

        英語主日學  在B座教育館舉行 

        兒童主日學  在B座教育館舉行 
 

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午餐    在B座教育館交誼廳舉行 
 

下午一時四十五分                 中文學校  

（詳情請與中文學校校長梁祖琰弟兄聯絡） 
 

        我們教會自從重新開放以來， 都要求聚會的人在室內要戴著

口罩，包括兩歲以上的小孩子，不論你是否已經注射了防疫苗。 在

吃東西時當然可將口罩拿開。但講員和領唱詩的事奉時可不用戴

口罩，因他們事奉時都是與會眾隔開很遠的距離。以上的條例和

聚會時間，將依照政府防疫機構和州政府頒發的法令規條而作必

要的調整。 

                歡迎並鼓勵大家踴躍返回教會聚會，大家能見面歡談是何等

的喜樂。至於有些會眾因故不方便親身來到教會聚會，我們正計

劃繼續將中英崇拜聚會都放在網上同步播出，讓在家的弟兄姊妹

也能同時在家上網敬拜聚會。 

                如有任何問題，請隨時向任何一位牧師、長老或執事咨詢。

願主與你們同在！ 
 

華府中國教會長執會敬啟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