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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張恆
宇、王秀琴及 Barbara 與我們一起崇拜，神必賜福與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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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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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敏姐妹偕夫婿 Jon 來本會探訪，願神賜福這一對新人。
3. 牧師將於 (8/1-8/4) 前往芝加哥培訓門徒，請迫切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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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今年退修會「全人醫治」信息已陸續上網，盼望弟兄姐妹藉著反覆聆聽信息，
使身心靈得進一步更新。
5. 馬里蘭青少年小組聚會：請弟兄姐妹為十數位青少年、家長們、聚會地點以及
負責帶領的美雲傳道迫切代禱。
6. 喜訊：繼理、寶燕夫婦昨天遷入新居，感謝多位弟兄協助；新址為：21415 Maple
Hellow Ct. Sterling, VA 20164：求主賜福這蒙恩的新居成為地區福音化的總部。
7. 軟弱肢體代禱：請為李文軒伯伯、貝第一伯伯、梅伯母、王瓊姊妹父親(癌細胞
有擴散跡象)、張威國(心臟病)、志波(化療)、Timothy(淑貞兒子)、沈伯伯(神經
發炎) 、盛曉玲、李泉弟兄母親(癌症) 、胡學美、Stephen 及 Tiffany (學美姊妹
兒子及女兒)等肢體的康復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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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回國/外出肢體：姮如與兒女已於上週二自台返美；陳國俊、王濤峰於本週由中
國返美；張阿姨前往 Kansas ；黃倩回中國省親；麗璇回馬來西亞探親；請為他
們的親友得救及蒙恩禱告。
9. 宣教關懷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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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雲)、神學生(周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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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Rockvill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Sanctuary; 2-4pm
(112 West Montgomery Ave., Rockville, MD 2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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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禱告題目:
1) 基督就是「大衛的子孫」
；今日仍然活在「信亞伯拉罕、大衛所信的福音」的
人身上：確認：我的生命，和亞伯拉罕、大衛的生命是一樣的生命麼？列出其
證據來!那麼，我將在未來要遇見的，和亞伯拉罕、大衛的一生，永遠所蒙的福，
也是一樣的麼？
2) 基督也是「大衛的主」，每當大衛依靠主基督時，凡事上都蒙恩得勝了；今日
主基督仍然在依靠祂的人身上作王，使他們在凡事上得勝有餘：我在基督裏所
發現而堅定的計劃，是將必成就的麼？目前，在向著標竿奔跑的日子(過程)裏
所遇到的問題，將必帶來恩福麼？有否實際的根據？
3) 基督坐在寶座右邊，直等到「得救的人數得著滿足」
，直等到「仇敵都放在祂
的腳下」
；今日，主基督仍然藉著「大衛的子孫」的生命，繼續生出「大衛的子
孫」
：我有否掌握了「活出基督」的奧秘？透過我的生命，在我旁邊的人能聽見
基督的聲音，看見基督的榮耀多少？藉我生命，主基督得了多少的生命？在地
區福音化、世界福音化的事工裏，我與教會肢體之間聯絡的情況如何？

啟：外邦為甚麼爭鬧、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 / Why do the nations conspire
and the peoples plot in vain?
應：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敵擋耶和華、並他的受膏者、 / The
kings of the earth take their stand and the rulers gather together against the LORD
and against his Anointed One.
啟：說、我們要掙開他們的捆綁、脫去他們的繩索。 / "Let us break their chains,"
they say, "and throw off their fetters."
應：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主必嗤笑他們。 / The One enthroned in heaven laughs;
the Lord scoffs at them.
啟：那時他要在怒中責備他們、在烈怒中驚嚇他們、 / Then he rebukes them in his
anger and terrifies them in his wrath, saying,
應：說、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 "I have installed my King on Zion,
my holy hill."
啟：受膏者說、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說、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
I will proclaim the decree of the LORD: He said to me, "You are my Son; today I
have become your Father.
齊：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 Ask of me, and I will
make the nations your inheritance, the ends of the earth your pos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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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