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息、報告、代禱：  
 9/16/2007 2001 年 4 月 15 日（復活節）設立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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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方舟

教會的余杰及劉敏夫婦與我們一起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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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繼續為上週被按立的執事們，在榮神益人建國的聖工上，能與現任的長執同

工們聯絡得合式代禱。 
 

www.spring4life.net．info@spring4lif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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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婦女小組聚會：馬里蘭每週四 12:15pm 聚會，地點在秀玲執事家；維州每週三

10:00pm 聚會，地點在柔桑執事家；請為參加的姐妹們更蒙恩代禱。 

5. 肢體關懷代禱；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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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泉弟兄母親、黃倩姊妹母親、閻曉東弟兄父母、張威國、

鄭志波、胡學美等肢體的康復。待產母親：孫東。 

 

靠祂
聯絡得合式

叫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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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4:16

6. 回國/外出肢體：王伯伯/王媽媽回馬來西亞探親，請為他們的親友得救及蒙恩禱

告；吳長老於九月 9-21 日在 Richmond 受訓；請繼續為胡惠珠母女在美生活及

初次離家到外地求學的青少年適應代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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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奉獻 總  計 小組 感恩奉獻 特別奉獻 主日 什一奉獻 兒童奉獻
86/36 87 $3,198.00 $1,007.00 $1,100.00 $10,010.00 $10.75 $15,3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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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倫弟兄 偉東/學美/江姨/新霞 金海敏 秀玲/秀瓊/曉東   下週 鈺兒/銀梅 美雲傳道 李勤/秀瓊/王瓊/學群 金海敏 秀玲/秀瓊/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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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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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7 年 9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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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向高處行 會眾
禱告  昌倫弟兄
經文 太 25:14-30 牧師

講道 『成為恩賜的好管家』 
《今日耶穌 134》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370》更親近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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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算主已賜給我們的恩賜：在主耶穌基督裏，我已得了多少恩賜？能用來作何
事？可作到何等程度？我正如何享用之？  

2) 如何成為恩賜的好管家？我是否是蒙召的僕人？何為其證據？在我的生活
裏，我必須要作的事上，就是主所託付給我的事，我是否帶著事奉主的心而作
呢？在主所託付給我的許多事情中，那一些事是最重要的呢？主喜悅我的服事
麼？我靠著何種證據敢如此說呢？我應該加強那些方面？  

3)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能否作見
證：我屬靈生命越來越蒙恩的過程？多思考：以前的蒙恩和以後加倍的蒙恩之
間，有何密切關係？ 

啟應經文 
賽 55:1-3, 6-7, 40:31 

 
啟：你們一切乾渴的都當就近水來．沒有銀錢的也可以來．你們都來、買了喫．

不用銀錢、不用價值、也來買酒和奶。/ "Come, all you who are thirsty, come 
to the waters; and you who have no money, come, buy and eat! Come, buy wine 
and milk without money and without cost. 

 
應：你們為何花錢買那不足為食物的、用勞碌得來的買那不使人飽足的呢．你

們要留意聽我的話、就能喫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樂。/ Why spend money 
on what is not bread, and your labor on what does not satisfy? Listen, listen to me, 
and eat what is good, and your soul will delight in the richest of fare. 

 
啟：你們當就近我來．側耳而聽、就必得活．我必與你們立永約、就是應許大

衛那可靠的恩典。/ Give ear and come to me; hear me, that your soul may live. 
I will make an everlasting covenant with you, my faithful love promised to David. 

 
應：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相近的時候求告他。/ Seek the LORD while 

he may be found; call on him while he is near. 
 
啟：惡人當離棄自己的道路．不義的人當除掉自己的意念、歸向耶和華、耶和

華就必憐恤他．當歸向我們的 神、因為 神必廣行赦免。/ Let the wicked 
forsake his way and the evil man his thoughts. Let him turn to the LORD, and he 
will have mercy on him, and to our God, for he will freely pardon. 

 
齊：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

倦、行走卻不疲乏。/ but those who hope in the LORD will renew their strength. 
They will soar on wings like eagles; they will run and not grow weary, they will 
walk and not be f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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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