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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程慧、
文傑及李主硯與我們一起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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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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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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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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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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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今年退修會「全人醫治」信息已上網，盼望弟兄姐妹藉著反覆聆聽信息，使身
心靈得進一步更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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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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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倩母親(心臟病)、
江友明等身體軟弱的肢體康復代禱。

靠祂
聯絡得合式

7. 回國/外出肢體：麗璇回馬來西亞探親；請為她的親友得救及蒙恩禱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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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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 文環/晁莉 湯開智執事 美雲/秀瓊/陳倩/新霞 金海敏

香萍/新霞/張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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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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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禱告題目:
1)神為蒙召的聖徒所安排頭一個的訓練，就是經濟方面的考驗了：我是否已經通
過了這考驗？愛錢財的心，絕不能勝過我愛主的心麼？我是「為了蒙福而奉獻」
的呢，或是「因為蒙福了，所以奉獻」的呢？
2) 不要「努力多奉獻」，乃要「全部奉獻」!我是否明白：「福音信息本身，向聖
徒要求全部獻上」？能否對「十一不是奉獻，乃是當納的」說阿們？我的「十
一納法」是正確的麼？除了「當納的十一」以外，我在其他奉獻的情況是如何？

啟：不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鏽壞、也有賊挖窟窿來偷。
/ "Do not store up for yourselves treasures on earth, where moth and rust destroy,
and where thieves break in and steal.
應：只要積儹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鏽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
/ But store up for yourselves treasures in heaven, where moth and rust do not
destroy, and where thieves do not break in and steal.
啟：因為你的財寶在那裡、你的心也在那裡。 / For where your treasure is, there
your heart will be also.
應：我又告訴你們、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
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裡去。 / I tell you, use worldly wealth to gain
friends for yourselves, so that when it is gone, you will be welcomed into eternal
dwellings.
啟：一個人不能事奉兩個主．不是惡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不
能又事奉 神、又事奉瑪門。 / "No one can serve two masters. Either he will
hate the one and love the other, or he will be devoted to the one and despise the
other. You cannot serve both God and Money.
應：你們不要求喫其麼、喝甚麼、也不要罣心。 / And do not set your heart on what
you will eat or drink; do not worry about it.
啟：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必須用這些東西、你們的父是知道的。 / For the
pagan world runs after all such things, and your Father knows that you need them.
齊：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 But seek first his
kingdom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ese things will be given to you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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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主都知道了，將必按奉獻賜福! 每一次我的奉獻，都是在主的面前所作的麼？
每次主都悅納我的奉獻麼？我每次的奉獻能感動我的心麼？在我的生命生活
裏，是否有證據證實奉獻所帶來的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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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