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息、報告、代禱： 
1. 竭誠歡迎今天首次到訪的朋友，請填妥歡迎卡，我們會為您禱告：上週有唐林

與我們一起崇拜，神必賜福與你。攜帶手機者請關機或調至靜音振動，以免影
響崇拜的進行，謝謝合作。 

2. 雷長老夫婦將於 5/4 正式赴中國宣教。 

3. 每年一度的暑期退修會將於 6/18-6/22(週四晚至週日中午)舉行，請弟兄姐妹預

留該日程，也請各小組為此聚會代禱並積極推動。 

4. 肢體關懷/健康代禱：師母尊翁張泓伯伯、李媽媽(長老母親)療養期間；蕭玉梅

執事手術恢復過程；李文軒伯伯、梅伯母、曉東/新霞執事親友、閻媽媽放射線

治療，求神賜下更多體力；楊平、張煒、京萍父親張伯伯等肢體的康復；龐紅

宇弟兄恢復過程；楊惠琳妊娠期間、李娜待產身體代禱。 

5. 回國/外出肢體：Sophia(11/08-5/6)前往韓國/新馬探訪；段翰林阿姨(3/31-4/30) 中

國探親；吳長老娘（4/21-5/15）台灣探親；學群的媽媽下週末回中國，請為她

們蒙恩的行程代禱。 

6. 宣教地區關懷代禱：舊金山灣區(王維亞)、新加坡基督生命堂(朱志山、朱玟鋼)、
吉隆坡基督生命堂(謝詠薇)、山東淄博基督生命堂(段翰林、王姐妹)、瀋陽基督

生命堂(張弟兄)、神學生(周靜宜、陳莉君)。 

 

上週出席與奉獻：(成人/兒童) 
主日 週間 什一 感恩 特別 宣教 建堂(累計/上週) 兒童 總  計 

86/35 130 $2,803 $280.00 $7,040.00 $1,120.00 $18,943.00/- - $2.50 $11,245.50 

事奉同工： 
週日 招待 禱告 兒童主日學 茶點服務 
今日 銀梅/鈺兒 開智執事 周牧師/惠玲/新霞/姮如/浩瀾/周師母 秀琼/秀玲 

下週 晁莉/曼妮 吳長老 美雲/梅華/天敏/學群/黃倩/秀玲 香平/露雅 

司琴 翻譯(崇拜/禱告會) 禱告會兒童 週間 週二禱告/兒童 週三禱告/兒
童 

Belinda 吳長老/志峰 開智 本週 天敏姐/麗璇 Linda/李燕 

Belinda 李長老/志峰 天敏姐 下週 惠玲/姮如 銀梅/何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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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Rockvill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Sanctuary; 2-4pm 
         (112 West Montgomery Ave., Rockville, MD 20850) 

  聯絡電話: (703) 319-1470 李牧師 (703) 574-4440 雷長老 

 (703) 356-5073 吳長老 (202) 459-9073 李長老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9 年 4 月 26 日

領會：李徹 牧師 證道：李徹 牧師
  
敬拜與讚美  之祈執事
使徒信經*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宣告、祈願* 領會
唱詩 《26》讚美全能神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202》凡願意者可來 會眾
禱告  開智執事
經文 林前(1 Cor.) 5:1-13 牧師

講道 
『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團』

“Get rid of the old yeast that you may be a 
new batch without yeast.” 

《哥林多前書之十一》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298》靠近主 會眾

消息、報告、代禱  雷長老
感恩禱告*  牧師
頌榮* 《536》三一頌 會眾
祝禱*  牧師
默禱  會眾
本週禱告題目: 
1) 對我而言, 敎會是甚麽? 我與弟兄姐妹們的關係, 是已得"一父一主一靈一洗一

體"的永遠關係麽? 透過敎會生活, 每週每日, 我能得着"成聖`能力`禱告`事奉`基

業"的益處麽? 每一次, 與肢體們相聚, 一同敬拜`學習`禱告`事奉的時候, 我能看

到神的榮耀`權柄`作爲的彰顯麽? 

2) 豈不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來麽? 在我生命裏, 有否些"麵酵(罪惡)性的因素", 

帶給我的家人`小組`團契`敎會惡劣影響的? 知否如何除淨? 我認爲在我的家庭`

小組`團契`敎會裏, 最惡劣影響的"麵酵"是那些? 需否告知"家人`肢體`敎會領袖", 

而一同禱告?  

3) 你們旣是無酵的麵, 應當把舊酵除淨, 好使你們成爲新團: 當我發現家人或弟兄

姐妹的軟弱時, 通常用如何的方法`程序`經過來幇助那人? 看到主的幇助和矯

正麽? 爲着我的家庭`團契`敎會能維持"誠實眞正的無酵餠的新團", 不可缺少

的活動有那些? 在此事上, 主給我何等使命和職份?

 

 

啟應經文 
詩(psalm)1:1-6 

啟：不聽從惡人的計謀，不跟隨罪人的腳步，不與侮慢上帝之徒同夥，這

樣的人才算真正有福。/Blessed is the man who does not walk in the counsel 

of the wicked or stand in the way of sinners or sit in the seat of mockers 

應：他只愛慕上主的法律，日夜默誦不倦。/But his delight is in the law of the 

LORD, and on his law he meditates day and night. 

 

 

啟：他像移植溪水邊的果樹，按季節結果子，葉子也不凋零。他所做的事

樣樣順利！/He is like a tree planted by streams of water, which yields its 

fruit in season and whose leaf does not wither. Whatever he does prospers. 

應：邪惡的人不是這樣：他們像糠秕被風吹散。/Not so the wicked! They are 

like chaff that the wind blows away. 

 

 

啟：邪惡的人要被上帝定罪；罪人要從義人的群體中被淘汰。/Therefore the 

wicked will not stand in the judgment, nor sinners in the assembly of the 

righteous. 

齊：上主關懷義人所走的路；邪惡的人卻走向滅亡！/For the LORD watches 
over the way of the righteous, but the way of the wicked will perish.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靈感孕，由童貞女馬利亞所生；在本丟彼拉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

架，受死，埋葬；降在陰間，第三天從死裏復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

的右邊；將來必從那裏降臨，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靈；我信聖而公之教

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復活；我信永生。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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