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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于光/
米秋雯夫婦、曹洪惠及 Mkhu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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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教會網站已全面更新，請弟兄姐妹多上訪網站，也儘量告知親朋好友本教會
網址：www.spring4life.com; www.spring4life.net; www.spring4life.org同得福音的
好處；謝謝永乾執事在網站事工投入的精力、時間、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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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繼續為今年被按立的執事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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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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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婦女小組聚會：維州每週三 10:00am 聚會，地點在柔桑執事家；馬里蘭每週四
12:15pm 聚會，地點在秀玲執事家；請為參加的姐妹們更蒙恩代禱。
6. 喜訊：盛林/孫東喜獲麟兒，體重八磅十一啢，母子均安，感謝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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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復發)、王昕等肢體的康復；閻曉東執事母親罹患肺癌，
他將於十月份返北京一個月，求神賜于能力將祝福帶進全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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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得合式

8. 回國/外出肢體：王伯伯/王媽媽自馬來西亞探親安返；吳長已於週五結束受訓返
家；董後柱弟兄將於本週六遷往加州，請繼續為他尋求在美的工作代禱。

叫身體
漸漸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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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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00

$103.00

$8.10

總計
$4,523.10

事奉同工：

主日崇拜: Rockvill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Sanctuary; 2-4pm
(112 West Montgomery Ave., Rockville, MD 20850)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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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禱告題目:
1) 將綿羊(聖民)和山羊(滅亡之子)分別出來：用生命、生活方法、生命的目標和果
子來看，我是否有「主的羊，永生神的子民」的確據？目前，我有否經歷「因
為是個聖民，也因為追求神的國和神的義的緣故」而遭受試探、逼迫、患難？
2) 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豫備的國；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喫…：我能否
將「我所享受天國的奧秘」和「世人所遇困苦流離」的差異彼此比較而說明？
我有否掌握了：主差派我到世界，叫我作的，《太 10-13 章，太 28：18-20》的奧秘？
正在進行的情況如何？
3) 你們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確認一下：主曾經
在我生命裏作了何些事？有否看過：主耶穌的生命和能力，透過我生命轉植到
另一生命的光景？察驗：藉著我生命，主正要賜福那些生命？確認：主喜悅我
的日子麼？主的恩典和獎賞，每天加增在我身上？

太 9:35-38, 10:5-8, 提前 1:12-14
啟：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裡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
症。/ Jesus went through all the towns and villages, teaching in their synagogues,
preaching the good news of the kingdom and healing every disease and sickness.
應：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 When he saw the crowds, he had compassion on them, because they were
harassed and helpless, like sheep without a shepherd.
啟：於是對門徒說、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 Then he said to his disciples,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but the workers are few.
應：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Ask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therefore, to send out workers into his harvest field."
啟：耶穌差這十二個人去、吩咐他們說、外邦人的路、你們不要走．撒瑪利亞
人的城、你們不要進。/ These twelve Jesus sent out with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s: "Do not go among the Gentiles or enter any town of the Samaritans.
應：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 Go rather to
the lost sheep of Israel. As you go, preach this message: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near.'
啟：醫治病人、叫死人復活、叫長大痳瘋的潔淨、把鬼趕出去．你們白白的得
來、也要白白的捨去。/ Heal the sick, raise the dead, cleanse those who have
leprosy, drive out demons. Freely you have received, freely give.
應：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他。/
I thank Christ Jesus our Lord, who has given me strength, that he considered me
faithful, appointing me to his service.
啟：我從前是褻瀆 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還蒙了憐憫、因我是
不信不明白的時候而作的。/ Even though I was once a blasphemer and a
persecutor and a violent man, I was shown mercy because I acted in ignorance
and unbelief.
齊：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裡有信心和愛心。/ The grace of
our Lord was poured out on me abundantly, along with the faith and love that are
in Christ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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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