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的主日敬拜在網上YouTube的直播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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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程序 
主後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時半 

* 請起立   

 

宣   召 
 

默   禱 
 

唱   詩*    第28首: 全能大主宰 
 

禱   告* 
 

讚 美 詩*     1. 願你崇高  

2. 主你更可貴  
 

讀   經      路加福音 1:1-11 
       

證   道            他還要……來  
 

唱   詩      第460首: 都歸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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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通知赵牧師或吴牧师。） 

1. 請代禱求主施恩, 早日平息新冠病毒疫情。 

2. 請為身體軟弱的肢體、長輩禱告：黃素民弟兄，劉鈿華弟兄和

漢芳姊妹，童道文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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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事工（五月十五日） 
 

教會講台事奉    

❖ 中文堂崇拜：今主日5月15日和下主日5月22日趙宇牧師   

❖ 英文堂崇拜：今主日5月15日許國炎長老 

      下主日5月22日林泰景牧師Pastor David Rim    
 

青少年洗車募集經費 

今主日（5月15日）下午主日崇拜以後，青少年團契將會在教堂前

面的停車場為教會的弟兄姊妹洗車，以籌集Mfuge的活動經費。 希

望您支持他們的活動。 
 

野餐郊遊 

我們教會今年將恢復在黑山公園（Black Hill Regional Park）

的野餐郊遊。 時間為6月4日（星期六）。 從今主日和下个主日

（5/15， 5/22）的午餐時間，將在教育樓一樓餐廳售票。 歡迎

教會弟兄姊妹邀請親朋好友踴躍參加。  
 

誠邀您加入華府中國教會團契的報告       

我們實在要感謝讚美神，因為在過去超過兩年新冠疫情瀰漫全球

的日子中，我們從神那裡得到了足夠的恩典和祝福，有一些甚至

是超乎我們想像的。如果您因為過去一段時間封閉環境而暫停了

與教會團契之間的聯繫，又或者您是剛剛加入我們教會的新肢體

或是慕道友正在尋找適合自己的團契群體，我們誠邀您加入到教

會的團契活動中。 請點擊連結並和您希望加入的團契聯絡人聯繫。 
 

請預留日期參加 2022年 教會夏令會 

感謝主！ 我們今年將恢復夏令退修會。 時間是 7月 15-17日（週

五至周日）。 地點仍是 Messiah College。請大家預留時間參加

退修會。詳細安排會稍後通知。 
 

下主日（5 月 22 日）午餐事奉 

下主日 5月 22 日的午餐事奉需要弟兄姊妹的參與，如果您有時間

和精力為教會會眾準備下主日的午餐，請與 Alan Lam 林弟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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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提反關懷事工  

在疫情當中、可能有很多人因為失去工作、親友、或者健康問題

而墮入低迷狀態，我們教會是這地區的司提反關懷事工的成員之

一，大概有十個已經受過訓練的關懷同工，如果有需要、也可以

去找其他教會的同工幫忙。整個過程是保障受關愛者的私隱和保

密的。另外也很需要更多弟兄姊妹受訓成為司提反關懷同工，詳

情請與吳牧師聯繫。  
 

每日線上靈修(請與吳牧師或趙牧師連絡，以便加入群組) 

教會目前每天（周一至周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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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至

周四) 
 

2022年度每週讀經提示﹕（5月15日-5月21日） 
 

 

上主日崇拜（2022年5月8日）聚會人數 

英文堂崇拜总数:66 現場：56 中文堂崇拜总数：104 現場：84 

線上：10 線上：20 

英文主日學人数：30 青少年主日學人數：10 

中文主日學人数：22 現場：15 兒童主日學人数：11  

 線上：7 兒童主日崇拜人数：7 
  

上主日（2022年5月8日）奉獻 

經常奉獻 $ 10,943 宣教奉獻 $ 1,609 中文學校奉獻 $ 100 
慈善基金奉獻 $ 3,583 * 總計 $ 16,235 

*其中$3,546.5為援助烏克蘭危機的奉獻。 
 

教會主日學時間和教室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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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間：每主日上午10:00-11:00 AM 

教室：教育樓 201A/B 

老師：何樹澎弟兄; 林慕全弟兄; 張智勇弟兄 （三月至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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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or Rim, Jee-Peng Khor and Pam Ho (May) 

* May 15 will start Spiritual Disciplines  

 

初中/高中學生主日學：(In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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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iculum： Explore the Bible, Topic：1 & 2 Thessalonians 
 

兒童崇拜 (In Person and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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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班至二年級學生主日學(In Person Only) 

時間：每主日11:30 AM-12:30 PM 

教室：教育樓 B2 

老師：Charles Yang / 魏婷娉姊妹 Grace Wei 

三至五年級學生主日學 (In Person and Zoom) 

時間：每主日11:30 AM-12:30 PM 

教室：教育樓 B5 

老師：魏光宏弟兄 
 

基督教華府中國教會 主日事奉小組 

 

5/15(日) 5/16(一) 5/17(二) 5/18(三) 5/19(四) 5/20(五) 5/21(六) 

歷代志

（下） 

35-36章 

以斯拉記 

1-4章 

以斯拉記 

5-7章 

以斯拉記 

8-10章 

尼希米記 

1-4章 

尼希米記 

5-7章 

尼希米記 

8-10章 

 5 月 15 日 

領會 Leader 张建弟兄 

講員  Speaker 趙宇牧師 

讚美組 Praise Team 白海波姊妹、儲洪發弟兄 

司琴 Pianist 汪雪兒姊妹 

招待 Ushers 創世團契同工 

插花 Flower Arrangement 蕭允寧姊妹 

音響   Audio 余日賜弟兄 

LCD/ YouTube直播 王以農弟兄 

午餐 Lunch 
Steve Lee, Wai-Kit Man及Carmel 

fellowship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