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告事项  

一、 劳工节特会 - 周一（9/7）召会会继续加州众召会劳工节特会信息以及关于移民GTCA城市的负担

的录影转播。请用主日聚会的Zoom信息进入。时间安排如下：  

第三堂聚会          周一 9月7日 上午   9:30  

第四堂聚会          周一 9月7日 上午 10:45 

二、 2020年美中南华语特会 - 将于9月11-13日（周五-主日）在网上举行。特会的时间安排如下。  

第一堂聚会          周五 九月十一日 晚上七时三十分  

第二、三堂聚会   周六 九月十二日 上午九时  

第四堂聚会          周六 九月十二日 晚上七时  

第五堂聚会          主日 九月十三日 上午十时三十分 

召会会继续加州众召会劳工节特特会的信息将通过Webinar释放，信息之后请离开webinar并进入

zoom参加小组分享。Webinar 和 zoom 登录信息如下： 

Webinar 登录:  

Please click the link below to join the webinar: 
https://us02web.zoom.us/j/88306639368?pwd=UkVXM0RKQTk4a25xMllFd1dxTGcrZz09 

Passcode: 2020  

Or Mobile one-tap : US: +13462487799,,88306639368#,,,,,,0#,,2020#  or 
+12532158782,,88306639368#,,,,,,0#,,2020#  

Or Telephone: Dial(for higher quality, dial a number based on your current location):  

US: +1 346 248 7799  or +1 253 215 8782  or +1 669 900 6833  or +1 301 715 8592  or +1 312 
626 6799  or +1 929 205 6099  

Webinar ID: 883 0663 9368 Passcode: 2020  

Zoom 登录：  

Chinese: 
https://us02web.zoom.us/j/87606622755?pwd=T2lzbENvWmczczg3ZW5nR1Bpalc4UT09 

Meeting ID: 876 0662 2755 Passcode: 980856  

English: 
https://us02web.zoom.us/j/86316163375?pwd=S3NwVVp4Mm5Vd1J3UzUvbzBaMi8wUT09 

Meeting ID: 863 1616 3375 Passcode: 323925  

Spanish: 
https://us02web.zoom.us/j/325947204?pwd=ZEdVNU4yK1dad053Z282WERCK2lCUT09 

Meeting ID: 325 947 204 Passcode: grace 

三、 下周主日聚会 - 下周主日聚会（9:30 - 10:30）为集中擘饼聚会，请用英文区zoom号码登录。主

日聚会后请于10:30用以上webinar登录信息参加特会第四篇信息的交通。 

四、 职事书报追求 - 本周因华语特会，职事书报追求进度暂停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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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网上儿童聚集 - 今天下午 4 点有网上儿童聚集，欢迎家长和儿童参加。我们会一起享受诗歌、经

节、和活动。请家长提前预备Paper plate, Crayons or Markers, Cotton balls, and Glue。 登录信

息如下： 

https://us04web.zoom.us/j/9431503850?pwd=UkJ1SEpmY2w4YlNKTUlIb1lXdGw4UT09 

Zoom 登录号码: 943 150 3850 密码：654321 

六、 财物奉献 - 在疫情被完全控制之前，为着主的财物奉献请开支票寄至会所。财物奉献也可以在网

上通过Zelle进行。请用召会的邮箱地址 churchinrichardson@gmail.com 设置李察逊召会为接收

人。 

属灵追求  

⚫ 晨兴圣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 第三篇 神百姓的两件恶事以及神在完成祂经纶上的信

实 

⚫ 读经进度: 

 

例会  

日期 时间 聚会 地点 
主日 09:30 PM 擘饼、申言聚会 网络线上 

 04:00 PM 祷研背讲聚会 网络线上 

   周三 07:30 PM 祷告、事奉聚会 网络线上 
周四 10:00 AM 华语姊妹聚会 网络线上 
周六 06:30 PM 青少年聚会 网络线上 

 祷告事项  

正如大祭司亚纶举起他的香炉，站在活人与死人之间，瘟疫就在悖逆的以色列人中止住了。原则

上，我们需要回应这位升天基督的代求，为主的旨意在地上的往前，为着人能照神的旨意蒙保守

并得救，并为着祂的召会的悔改和得胜祷告。 

1. 为美国人民的认罪和悔改祷告 

2. 为者美国人民的病的医治祷告 

3. 为着在一线抵抗肺炎的医护人员的健康祷告 

4. 为着各级美国政府能带领民众有效抗击肺炎祷告。 

5. 为着疫苗的开发祷告 

6. 为着民众的配合和隔离祷告 

7. 为着福音在美国广传并拯救人祷告 

8. 为着主的主宰和看顾而赞美祂！ 

9. 为着全球疫情的止住祷告。 

 上周聚会人数统计  

 

 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旧约 出 13:1-14:31 15:1-27 16:1-36 17:17:1-

18:27 
19:1-20:26 21:1-22:31 23:1-24:18 

新约 太 25:1-13 25:14-30 25:31-26:13 26:14- 56 26:57-27:26 27:27-66 28:1-20 

排别 一 二 三 四 英一 英二 英三 英四 小排合计 周三祷告C 周三祷告E 青少年 主日儿童 主日(中) 主日(英) 主日合计 

人数 7 10 10 17 0 12 0 15 71 24 13 0 0 53 5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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