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22 年 7 月 24 日 

擘饼记念主  上午九时 
领会/司琴……………..……......………..…石振波传道/范淑英姊妹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上午十时 
序乐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诗篇 Psalm 67:1-2..............张守望弟兄 

敬拜赞美 Praise worship…………....………............... 光盐敬拜小组 

1. You are my all in all 
2. 就是这个时刻 Now Is The Time (宣教年会主题歌) 

3. 我神真伟大 How Great Is Our God 

牧长祷告 Prayer………………...............……....……..... 范宝炘长老 

Tijuana 短宣 Mission Trip………………………..………..Pastor Sam 

分享 Share…………..………………………………………...Nasim R 

贝宁宣教分享 Missions Report：Benin………………..…视频 Video 

证道 Message……………………………….…………….…. Pastor R 
                                                                                   翻译：江嘉辉弟兄 

宣教事工/預算报告 Ministry & Financial/Budget Report….范宝炘长老 

奉献祷告 Offertory Prayer…………….............…..….…. 张守望弟兄 

欢迎 Welcome…………......………..…..………...………张守望弟兄 

祝福 Benediction……….....................................................范宝炘长老 

三一颂 Doxology….………………...............……….……...……会众 

殿乐 Postlude….……………….………..…………...………………. 

《今日(7/24/2022)事工分配》                                            
音响/录影/招待：靖铮/冼嘉怡/徐曾子 

PPT 控制/OBS/YouTube：王方景/馬笑天/潘明泽  

《下主日(7/31/2022)崇拜事工分配》 
讲 员 祝福 领会 诗歌敬拜 禱告會领会/司琴 

石振波传道 張訓曾长老 潘日昇 新生代小组 缪宇/范淑英 

PPT 控制 OBS YouTube 音响 录影 招待 

张珉 馬笑天 陳淑容 潘明泽 李全 储枕薇 



✜7/22 周五小組聚會出席人數(宣教年会) 
小 
组 

实 
体 

网 
上 

小 
组 

实 
体 

网 
上 

小 
组 

实 
体 

网 
上 

羊羊   喜乐   恩爱生命   
新生代   恩典   

中文联合   UCI   清心   
CSUF   伊甸园   英文堂   
芥菜种   新生命   儿童 AWANA   
橄榄树   恩惠之家   合 计   
同心   约书亚   总  计  平安   晨星   

 
✜上主日及周间出席人数 

7/17 主日崇拜 7/19-7/20 间聚会 
中文堂 实体 135 网上 166 周二查经 实 

体 

5 网
上 

14 

英文堂 青年 
实体 38 成人 

实体 26 周三祷告会 33  

儿  童 实体 29 网上   
总  数 394 
主日学 实体 84 网上 29 

 

✜事务报告 

1. 欢迎第一次来的新朋友与我们一起敬拜神，一次欢迎，永远欢

迎，请会后到招待桌随同工，将为您们介绍教会。 

2. 感谢神！带领并保守三天的宣教年会，谢谢(周五)讲员程乐昌传

道、(主日)Pastor R 带给我们宣教的信息，及教会支持的宣教士

Leon、石以诺、Ellen Wu、Trey Harmon、Tijuana 短宣、播种机

构的视频分享，和周六弟兄姊妹预备的国际嘉年华晚会，并谢

谢所参与服事同工的摆上，愿神赐福，将一切的荣耀归给全能

的神。 
 

 

✜2022 年七月份奉献  

✜2022 年第三季成人主日学课程       上课时间 11:30～12:30 
科  目 教  师 行政助教 教室/ZOOM ID 

信仰初探 葉仁智*/葉武明
曹蕊 - 190 

 

圣经速读 范章肇欣* 
俞小洁  李晶晶 

194 
846 043 2633 
Passcode:2021 

申命记 程嫣*/饶传霞 - 
196 

499 765 7770 

出埃及记 

 

缪宇*/吴陈秀庄 - 195 
568 245 7536 

启示录 罗庆军 - 
193 

880 1629 8370  

NBT 小学堂 史霄* 徐晓茱 100D 

羊羊门训查经 孙爱光* 
陈航伟/徐曾子 

 

- 170 

UCI 好土门训 王约瑟*/房巧桥 - 160 

门训查经 范宝炘 - - 
上主日(7/17)奉献 七月份累计 

一般奉献 $5,765.00     $24,423.00      
宣教奉献 $100.00 $2,500.00 
建堂奉献 $0.00 $0.00 
奉献总额 $5,865.00     $26,923.00   
 PayPal 扫码或连接：https://youtu.be/icUNiOJBR_U 
 Zelle 账号：office@icccc.org 或 9493459936   
请在 Memo 注明地址 

    ✉支票奉献邮件地址请寄：ICCCC 
                  16808 Armstrong Ave., Ste120 Irvine CA 92606 
 现金奉献需要年底收据，请写上名字及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