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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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七日上午十一時半 

November 7th, 2021 11:30 a.m. 
* 請起立   

 

宣   召 
 

默   禱 
 

唱  詩*    第8首：榮耀歸於真神 
 

禱   告* 
 

讚 美 詩*     1.  如鹿切慕溪水 

        2. 興起發光 
 

讀   經      以斯拉記 3: 8-13；6: 14-15 
 

證   道                                 經歷艱難，重建聖殿 
 

聖   餐 
 

唱   詩      第464首：獻主所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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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通知牧師。） 

1. 請代禱求主施恩,早日平息新冠病毒疫情。 

2. 為剛決志並將在感恩節主日聯合崇拜受洗的的弟兄姊妹之信心堅

固，為尚未信主的家人能接受福音，為新朋友們的帶領禱告。 

3. 請為「幸福小組」的傳福音事工代禱。 

4. 請為身體軟弱的肢體、長輩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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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醫治和保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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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事工（十一月七日） 
 

教會講台事奉    

 中文堂崇拜：今主日11月7日趙宇牧師；下主日11月14日楊征基牧師。 

 英文堂崇拜：今主日11月7日林牧師；下主日11月14日許國炎長老。 
 

2021年度第三次會員大會報告 

1. 第三次會員大會已經順利舉行，大會通過2022年執事之認可： 

主席: 余國璋弟兄*，副主席: 何慶瑜姊妹Pam Ho， 

文書:薛瀚榮弟兄 Han-Ron Siah, 財務部: 陳嘉慧姊妹Amy Chan*,  

教育部:雷震梅姊妹Jennie Woo, 傳道部: 劉玉濤姊妹,  

宣道部:陶然弟兄Ron Tao, 助道部: 林慕全弟兄Mark Lin*， 

保管部: 張建弟兄*，服務部: 林龍生弟兄Alan Lam*,  

招待部: 楊四旬弟兄* , 關懷部:潘杏芳姊妹Ada O`Donnell  

（備註：*為2022年度新提名，其他為連任）。請為新當選及連任的執事

禱告，求主撼動他們的心，加添他們的勇氣和力量。 

2. 大會還通過了陳義正長老恢復為在任長老之動議; 以及通過了長老候

選人許國炎弟兄任職為長老之動議；並聽取了牧師、長老會和長執會之

報告。 
 

許國炎弟兄按立為華府中國教會任職長老的典禮 

感谢主！自 2020 年 9 月開始，按照會章規定，長老會一致通過推薦許國

炎（Kok-Eam Khor）弟兄為長老候選人，并進行了為期一年的訓練和觀

察，包括證道、教導、領會、關懷、團隊事奉等服事。在一年訓練期滿

后于 2021 年 8 月 21 日進行了長老按立的考試，馬里蘭中國聖經教會的

董溥強牧師(Rev. John Tung ) 和 Garden Presbyterian Church 的 Rev. Nathan 

Hahn 牧師是考試委員會的成員。 考試通過以后，在上主日下午（10 月

31 日）刚刚结束的會員大會上投票通過了許國炎弟兄按立為華府中國教

會任職長老的動議。 

竭誠歡迎您參加許國炎弟兄按立為華府中國教會任職長老的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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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安排於 2021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六）上午 10：30，在教會舉行。

典禮結束後將有午餐供應。 

您可以親自到教會現場觀禮或是觀看 YouTube 的線上直播。YouTube 鏈結: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5Fm-OBwQMd4Te0mEg_sg 
 

今主日（11月7日）下午的外出郊遊 

感謝讚美神帶給我們美麗的金秋時節。 教會傳道部安排一次秋季郊遊活

動，時間為今主日（11月7日）下午1：30，在教會門前的停車場集合出

發，詳情可與劉玉濤姊妹聯繫。 
 

感恩節洗禮及轉會禮聯合聚會 

教會定於11月 21日感恩節主日有中英文聯合聚會及舉行洗禮及轉會禮。 

已認罪悔改接受主耶穌基督作個人救主者,請填寫水禮申請表交趙牧師

收。並歡迎已經在別教會受洗歸主的信徒轉會參加本教會為會員，同心

合意事奉主。水禮和轉會申請表都在辦公室一樓，也可直接向秘書 Alice

索取。凡欲參加水禮者,必須參加為期四週的水禮班課程, 欲參加轉會者

必須參加一堂課程（水禮課程第四堂課）以明白水禮的意義和基督信仰

的基要真理。水禮班从 10/24 开始上課，一連四次，上午十至十一时，

地點: 趙牧師辦公室。 
 

每日線上靈修： 

教會目前每天在網路上有四組靈修 。時間為： 

1. 清晨 6:00am-6:30am;    2. 清晨 7:00am-7:30am;  

3. 上午 9:00am-9:30am;    4. 晚上 10:00pm-10:30pm。 

若有意願參加的弟兄姊妹，請與吳牧師或楊牧師連絡，以便加入群組。 
 

通過手機收到教會通知 

請您在手機上輸入cccgw這五個英文字母，發短信到84576，然後按照指

示的步驟操作，就可以通過手機收到教會主日週刊Bulletin和即時資訊。 
 

2021年度每週讀經提示﹕（11月7日-11月13日） 
 

上主日（10月31日）崇拜聚會人數 

上主日（10月31日）奉獻 

經常奉獻 $ 4,190 宣教奉獻 $ 200 科堡奉獻 $  110 

悼念何長老 $ 7,498   总计 $ 11,998 

 

教會重新開放後的主日學時間和教室安排 

中文成人主日學  

時間：每主日上午10:00-11:00 AM; 教室：教育樓 201A/B;  

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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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娉姊妹 Grace/Kuang Wei 

學齡前兒童主日學(有更新) 

時間：每主日11:30 AM-12:30 PM 

教室：教育樓 B5; 老師：魏婷娉姊妹 Grace Wei 

學前班至二年級學生主日學(有更新) 

時間：每主日11:30 AM-12:30 PM 

教室：教育樓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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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華府中國教會 主日事奉小組 

 

11/7 
(日) 

11/8 
(一) 

11/9 
(二) 

11/10 
(三) 

11/11 
(四) 

11/12 
(五) 

11/13 
(六) 

使徒行

傳1-2章 

使徒行

傳3-4章 

使徒行

傳5-6章 

使徒行

傳7-8章 

使徒行

傳9-12章 

使徒行

傳13-16 

使徒行

傳17-19 

英文堂現場出席人數：43人；网络：17 青少年主日學：9人 

中文堂現場出席人數：49人；网络：30 兒童主日崇拜：5人 

中文成人主日學：  25 人 兒童主日學：12人 

英文成人主日學：26人  

 11 月 7 日 11 月 14 日 

領會 Leader 楊征基牧師 趙宇牧師 

講員  Speaker 趙宇牧師 楊征基牧師 

讚美組  

Praise Team 

殷茵、潘杏芳姊妹 儲洪發弟兄、 

白海波姊妹 

司琴 Pianist 戴天慈姊妹 戴天慈姊妹 

招待 Ushers 劉宜芬姊妹 劉宜芬姊妹 

聖餐 

Holy Communion 

王鶯姊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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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outube.com/channel/UC-45Fm-OBwQMd4Te0mEg_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