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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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必賜福與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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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師上週在芝加哥培訓門徒、堅固信徒之行 (8/1-8/4) 已圓滿結束，感謝主。 

3. 請迫切為將在今年度接受按立的執事們禱告，候選人分別為：胡學美，尤麗璇，

丁學群，閻曉東/郝新霞，黃浩瀾/陳倩，龍志峰/汪秀鈴，盛林，李勤等。 

4. 徐敏姐妹偕夫婿 Jon 於上週來本會探訪並作見證，將於明天返夏威夷；願神賜

福這一對新人，並他們在夏威夷的服事。 

5. 繼理、寶燕執事新居住址為：21415 Maple Hollow Ct., Sterling, VA 20164；求主

賜福蒙恩的新居，成為地區福音化的根據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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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軟弱肢體代禱：請為牧師尊翁李丙求伯伯、李文軒伯伯、貝第一伯伯、梅伯母、

王瓊姊妹父親、張威國(心臟病)、志波(化療)、Timothy(淑貞兒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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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回國/外出肢體：黃倩姐妹上週自中國返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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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出席與奉獻：(成人/兒童)  
主日 小組 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特別奉獻 宣教奉獻 兒童奉獻 總  計 

79/30      83 $2,905.00 $180.00 $25.00 - $2.16 $3,112.16
 
事奉同工： 

 招待 禱告 兒童主日學 司琴 茶點服務 

今日 文環/晁莉 惠玲執事 金石/李松/姮如/秀玲 金海敏 香萍/新霞/張瞻

下週 文環/晁莉 慶芬執事 偉東/秉瑋/天敏/寶燕 金海敏 香萍/新霞/張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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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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8-4515 雷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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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7 年 8 月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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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會宣告、祈願*

唱詩 《26》讚美全能神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173》寶血活泉 會眾
禱告  惠玲執事
經文 太 23:1-36,可 12:38-40,路 20:45-47 牧師

講道 
『假冒偽善的人啊，你們有禍了!』 

《今日耶穌 128》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335》耶穌同在就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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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
牧師

默禱 
 
 
本週禱告題目: 

1) 主耶穌所責備那些假冒為善之人的生命，是根本無法得重生的：我認識我的生

命麼？確認：在我的生命裏，是否有神所揀選之人所擁有「八福人」的特質？(虛

心、哀慟、溫柔、飢渴慕義、憐恤人、清心、使人和睦、為義受逼迫)？ 

  

2) 那些假冒為善之人的信仰生活，是沒有在遇見神的基礎上進行的：我的信仰生

活， 是在「遇見神的基礎上面」所建立的麼？回想：從我認識神到如今，我與

神的關係是如何發展的呢？目前，我與祂的關係、交通、 同行的光景如何？  

 
3) 在信仰生活裏，最大的危機，就是「形式化、看不見神的愛而懼怕神、不順從」：

診斷：目前，在我的信仰生活裏，有否出現這一種現象？應該如何回復神的愛？

如何回復活躍地與神同行？ 

啟應經文 
約 15:5-11  

啟：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裡面的、我也常在他裡面、這人就多結

果子．因為離了我、你們就不能作甚麼。 / "I am the vine; you are the branches. 
If a man remains in me and I in him, he will bear much fruit;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應：人若不常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火裡燒了。 / 
If anyone does not remain in me, he is like a branch that is thrown away and 
withers; such branches are picked up, thrown into the fire and burned. 

 

啟：你們若常在我裡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裡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

你們成就。 / If you remain in me and my words remain in you, ask whatever you 
wish, and it will be given you. 

 

應：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 This is to my 
Father's glory, that you bear much fruit, showing yourselves to be my disciples. 

 

啟：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裡。 / "As the Father has loved 
me, so have I loved you. Now remain in my love. 

 

應：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裡．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
他的愛裡。 / If you obey my commands, you will remain in my love, just as I 
have obeyed my Father's commands and remain in his love. 

 

齊：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裡、並叫你們的
喜樂可以滿足。 / I have told you this so that my joy may be in you and that your 
joy may be 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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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