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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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胡惠

珠、蔡宜韋、龍麗雲、Ricky/Vicky Mwanza 夫婦及佚名朋友一家與我們一起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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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將舉行新執事按立典禮，請迫切為各候選人禱告：胡學美、尤麗璇、丁

學群、閻曉東/郝新霞、黃浩瀾/陳倩、龍志峰/汪秀玲、盛林、李勤。另有為世

界福音化的特別奉獻，請弟兄姐妹經禱告後按各人能力參與。 

3. 昨日長執同工(含今年候選人)，舉行事工檢討開展會議，請為下年度各樣聖工

聯絡得合式代禱。 

4. 蒙恩的訪客：上週五有北京方舟教會余杰及劉敏夫婦來本會作見証；今天禱告

會有陳莉君、周柏光母子作見証，請代禱。 

5. 繼理、寶燕執事遷居感恩聚會(9/3 中午 12 點)，地址：21415 Maple Hollow Ct., 
Sterling, VA 20164, 電話：571-338-9618, 240-899-9255，請準時參加。 

6. 馬里蘭婦女小組聚會：自本週起回復每週四 12:15pm 開始的聚會，地點仍在秀

玲家，請為參加的姐妹們更蒙恩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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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泉弟兄母親(癌症)、黃倩母親、張威國、志波、胡學美等肢體的康復代禱。 

8. 回國/外出肢體：王伯伯/王媽媽及尤麗璇回馬來西亞探親；請為他們的親友得救

及蒙恩禱告；晁莉姐妹外出一週，吳長老將於九月 9-21 日在 Richmond 受訓；

請繼續為胡惠珠母女在美生活及初次外出上學的青少年適應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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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堂奉獻 兒童奉獻 總  計 

86/34      83 $3,188.00 $290.00 $25.00 - $8.60 $3,511.60
 
事奉同工： 

 招待 禱告 兒童主日學 司琴 茶點服務 

今日 鈺兒/銀梅 慶芬執事 美雲/秉瑋/黃倩/秀玲 金海敏 秀玲/秀瓊/曉東

下週 鈺兒/銀梅 吳長老 金石/天敏/姮如/寶燕 金海敏 秀玲/秀瓊/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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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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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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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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286》信靠耶穌真是甜美 會眾
禱告  慶芬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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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 
『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 

《今日耶穌 132》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374》更像我恩主 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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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禱告題目: 

1)原來凡事上都有主，人卻不認識主：我的生命、角色、才幹、事務、人際、時
光，都有主麼？ 到如今, 我在凡事上回復主的情況如何？目前，在我家庭、 教
會、工作、親友現場裏，主託付給我的使命是甚麼？我的每一天，是從領受主
的吩咐而開始的麼？ 

2)觀看時常與我一同生活的人，從我生命裏得著如何的影響，就能知道「我是善
僕或惡僕」：診斷: 藉著我的生命，我的家人受到如何的影響？教會的肢體呢？
工作場所的同事呢？親友呢？好的影響是那些？壞的影響是那些？主稱讚我
麼？或是主叫我改善那些？  

3)主人來到看見他這樣行，那僕人就有福了：我的日子，是越來越蒙恩的麼？ 隨
時凡事上，看到主所賜的智慧和能力麼？我能看見將來主如何賜福與我和我所
愛的人麼？其根據在那兒？ 

啟應經文 
詩 65:1-4, 9, 11-13 

 
啟： 神阿、錫安的人、都等候讚美你、所許的願、也要向你償還。 / For the director 

of music. A psalm of David. A song. Praise awaits you, O God, in Zion; to you our 
vows will be fulfilled. 

 
應：聽禱告的主阿、凡有血氣的、都要來就你。 / O you who hear prayer, to you 

all men will come. 
 
啟：罪孽勝了我．至於我們的過犯、你都要赦免。 / When we were overwhelmed 

by sins, you forgave our transgressions. 
 
應：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

你聖殿的美福知足了。 / Blessed are those you choose and bring near to live in 
your courts! We are filled with the good things of your house, of your holy temple. 

 
啟：你眷顧地、降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 神的河滿了水．你這樣澆灌了地、

好為人豫備五穀。 / You care for the land and water it; you enrich it abundantly. 
The streams of God are filled with water to provide the people with grain, for so 
you have ordained it. 

 
應：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 You crown the year with your 

bounty, and your carts overflow with abundance. 
 
啟：滴在曠野的草場上．小山以歡樂束腰。 / The grasslands of the desert overflow; 

the hills are clothed with gladness. 
 
齊：草場以羊群為衣．谷中也長滿了五穀。這一切都歡呼歌唱。 / The meadows 

are covered with flocks and the valleys are mantled with grain; they shout for joy 
and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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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