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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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時半 

September 19th, 2021 11:30 a.m. 
* 請起立   

 

宣   召 

 

默   禱 
 

唱  詩*    第23首：齊來謝主 
 

禱   告* 
 

讚 美 詩*     1.  我要頌揚 

        2. 心的歸屬 
 

讀   經      馬太福音 18:21-35 
 

證   道                                 饒恕，再多給一次機會？ 
 

唱   詩      第170首：主拯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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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宣道年會禱告。 宣道年會舉行的時間為 10 月 1-3

日。 

3. 「幸福小組」實際的傳福音聚會於 9 月下旬開始,將有 8 次小組聚會,

歡迎邀請尚未信主的家人參加;並請告知牧師們,為他們代禱。 

4. 請為身體軟弱的肢體、長輩禱告：何燊長老（近期因咳嗽導致睡眠和

胃口不佳等癥狀。 求主從上而來的醫治能臨到他，阿門！）还有成

樺弟兄，唐瑋姊妹，黃素民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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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

醫治的大能在他們身上彰顯，以至許多人因這見證也能夠起來行

走，阿門！ 

5. 請為尚雲姊妹及其家人禱告。 尚雲姊妹的父親上周在中國去世了，求

主安慰和保守在美國和中國的家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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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請

將要代禱的事項通知牧師或關懷同工,以便代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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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九日） 
 

教會講台事奉    

 中文堂崇拜：今主日9月19日楊征基牧師，下主日9月26日吳銘鎮牧師。 

 英文堂崇拜：今主日9月19日及下主日9月26日林泰景牧師。 
 

歡迎中國留學生的報告 

在上主日的下午，我教會舉行了歡迎中國留學生的迎新聚會，共有 17

位從中國來的留學生參加了迎新會。感謝主的奇妙安排，讓大洋彼岸的

中國留學生來到這裡，讓我們有機會服事他們，向他們傳遞福音。 也感

謝教會裡忠心服事上帝的牧長、同工、弟兄姊妹，不辭辛勞地提供多次

往返接機的事工，以及安排布置歡迎會。求主大大使用我們的教會，願

我們的教會成為他們的祝福，帶領他們認識真理，將榮耀歸給天父。 

 

宣道年會 / Mission Conference 

本年度的宣道年會定於2021年10月1-3日在教會舉行。同時，也將在線上

Youtube Link 進行直播。以下為宣道年會的時間和程序安排。請為宣道年

會禱告並預留時間參加。 
 

基督教華府中國教會2021年宣道年會 

主題：世上的光 

講員：鮑勃-埃文斯牧師 
 

10/1/2021           星期五晚            8-10  PM 

專題一：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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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約翰福音8：12 

* 同時在教育館有學前至5年級孩子的團契。 
Youtube Link: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5Fm-OBwQMd4Te0mEg_sg 
 

10/2/2021           星期六晚            3：30-4：00  PM 

茶點時間，教育館 

10/2/2021           星期六晚            4：00-6：00  PM 

專題二：你們是世上的光 

經文：馬太福音 5：14 

* 同時在教育館有學前至5年級孩子的團契。 
Youtube Link: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5Fm-OBwQMd4Te0mEg_sg 
 

10/3/2021           主日 

英文崇拜            10：00-11：00  PM 

證道：基督的世界觀 

經文：約翰福音 4：34-35 
Youtube Link: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5Fm-OBwQMd4Te0mEg_sg 
 

中文崇拜            11：30-12：30  PM 

證道：基督的世界觀 

經文：約翰福音 4：34-35 
Youtube link: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ltR0wCkUGQw3kH_iFfIBQ/ 
 

教會重新開放後的主日學時間和教室安排 

感謝主！ 目前成人以及青少年已經廣泛接種疫苗，學校也已經逐漸開放

和複課。 我們教會也從9月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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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學校。  

以下為主日學的教室和時間安排： 

中文成人主日學  

（暫採取教室現場和Webex網路會議同時進行的方式。 其他主日學均採

取教室現場上課方式。 ）  

時間：每主日上午10:00-11:00 AM 

教室：教育樓 201A/B 

老師：趙宇牧師（9月）；張智勇弟兄（10月）；吳銘鎮牧師（11月） 

英文成人主日學 

時間：每主日11:30 AM-12:30 PM 

教室：教育樓 201A/B 

老師：林泰景牧師 Pastor David Rim 
初中/高中學生主日學 

時間：每主日11:30 AM-12:30 PM 

教室：教育樓 203 

老師：宋修志青年傳道Youth Minister Chris Sung 
兒童崇拜 

時間：每主日上午10:00-11:00 AM 

教室：教育樓 B5 

老師：魏光宏弟兄/婷嬈姊妹 Grace/Kuang Wei 
學齡前兒童主日學 

時間：每主日11:30 AM-12:30 PM 

教室：教育樓 B2 

老師：魏婷嬈姊妹 Grace Wei 
學前班至二年級學生主日學 

時間：每主日11:30 AM-12:30 PM 

教室：教育樓 B1 

老師：秦天虹姊妹Tian-Hong Zing 
三至五年級學生主日學 

時間：每主日11:30 AM-12:30 PM 

教室：教育樓 202 

老師：魏光宏弟兄 
 

2021年度每週讀經提示﹕（9月19日-9月25日） 
 

 

科堡事工報告（九月十九日） 

1. 成人主日學 

本週主日(9/19)由曹蔚茹老師帶領「創世記」第 13 講 B：先祖時期 – 約

瑟 (三)。 
網站鏈接: https://clarksburgcccgw.my.webex.com/meet/pr1320044222  

* 若使用手機電話,請撥:1-415-655-0001 接通後按 1320044222 #  

2. 幸福小組傳福音聚會 

科堡的「方舟幸福小組」傳福音聚會將於 本月下旬 9/29 開始，有 8 次

聚會，歡迎邀請 尚未信主的親友、家人參加。 

3. 週五團契聚會 

週五(9/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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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弟兄團契聚會(每月第二、四週的週四)： 

本月第四週週四(9/23)請林慕全弟兄(免疫抗體專長醫師)分享主題

「當前 Delta 新冠病毒與疫苗的認識。」 

5. 姊妹團契聚會： 

姊妹團契聚會於週二(9/21)12:30 聚會，主題：「上帝對雅各的賜福應

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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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9月12日）奉獻 

9/19(日) 9/20(一) 9/21(二) 9/22(三) 9/23(四) 9/24(五) 9/25(六) 

俄巴底亞書 

約拿書 
彌迦書 

1-4章 

彌迦書 

5-7章 

拿鴻書 

1-3章 

哈巴谷書

1-3章 

西番雅書

1-3章 

哈該書 

1-2章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5Fm-OBwQMd4Te0mEg_s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5Fm-OBwQMd4Te0mEg_s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5Fm-OBwQMd4Te0mEg_s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ltR0wCkUGQw3kH_iFfIBQ/
https://clarksburgcccgw.my.webex.com/meet/pr1320044222


 9月12日 

經常奉獻            $ 11,210 

宣教奉獻            $   1,755 

科堡奉獻            $      210 

午餐奉獻            $      900 

总计            $14,075 
 

上主日（9月12日）崇拜聚會現場出席人數 

英文堂 中文堂 

42 75 
 
 

基督教華府中國教會 主日事奉小組 

 

 

 

 

 

 

 

 

 

 9 月 19 日 9 月 26 日 

領會 Leader 吳銘鎮牧師 趙宇牧師 

講員  Speaker 楊征基牧師 吳銘鎮牧師 

讚美組 Praise Team 戴碧玲、陳靜霞姊妹 戴碧玲、陳靜霞姊妹 

司琴 Pianist 戴天慈師母 戴天慈師母 

招待 Ushers 張建弟兄、Alice楊巍姊妹 張建弟兄、 Alice楊巍姊妹 

音響   Audio Fiona崔俯榕姊妹 王以農弟兄 

數碼錄影 Video 張智勇弟兄 張智勇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