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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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謝德

龍及 Anna 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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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網站已全面更新，請弟兄姐妹多上網瀏覽，並提供修改意見，同時儘量告

知親朋好友本教會網址：www.spring4life.com; www.spring4life.net 或 
www.spring4life.org， 同得福音的好處；謝謝永乾執事在網站事工上所投入的精

力、時間、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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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聚會地點變更：十月份開始 Falls Church 小組改在惠玲執事家、Centreville
小組改在之祈執事家，願組員生命持續更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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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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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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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曉東執事父母、張威國、

鄭志波等肢體的康復；胡學美執事自週一開始半年的化療，每週一需接送；請

弟兄姐妹在主裡的愛心及團隊精神協助此次療程的需要。 

8. 回國/外出肢體：江阿姨前往 New Hampshire 處理房宅有關事宜；閻曉東執事母

親罹患肺癌，他已於上週五返北京；董後柱弟兄於昨日遷往加州工作；沈伯媽

(10/2-11/8)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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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36       84 $3,275.06 $345.00 $5.00 $1.00 $5.25 $3,6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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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玲執事 曉東/麗璇/陳倩/秀玲 金海敏 秀玲/秀瓊 

下週 香萍/玉梅 李長老 金石/秉瑋/黃倩/寶燕 金海敏 秀玲/新霞/香萍 

 

2001 年 4 月 15 日（復活節）設立  #739 9/30/2007 

 

www.spring4life.net．info@spring4life.org 
 

 

靠祂
聯絡得合式

叫身體
漸漸增長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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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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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宣告、祈願*  領

唱詩 《12》你真偉大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359》愛主更深 會眾
禱告  惠玲執事
經文 太 26:1-13，可 14:1-9 牧師

講道 
『將極貴的香膏澆在基督頭上』 

《今日耶穌 136》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391》主, 我願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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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默禱 

 
 

本週禱告題目: 

1) 認識基督多少，蒙受基督的恩愛也多少，專從基督也多少：思想：基督的代死，

對我永遠的生命帶來如何的果效？與我目前每天的生活有何關係？  

2) 基督福音所包含的內容和所帶來的果效，不許可「中間人」(不冷不熱的人)：
得著確據：我絕不是「中間人」；也不是根本不認識基督而將要滅亡的人；我雖

然還不夠認識基督，但是正走在多認識基督的路程裏!同時確認一下：在我認識

基督的日子裏，幾次特別突破的經歷  

3) 天天將我的香膏澆在基督的身上(基督正與需要祂的人同在) ：我已經看清：人

人都活在困苦流離的情況麼？在我周圍那一個人的身上，主正需要我的幫助？

主給我如何的答案，叫我幫助他們？ 

啟應經文 
賽 42:1-4,6-7, 賽 40:5 

啟：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裡所喜悅的、我已將我的靈賜給

他、他必將公理傳給外邦。/ "Here is my servant, whom I uphold, my chosen one 
in whom I delight; I will put my Spirit on him and he will bring justice to the 
nations. 

應：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 He will not shout or cry out, 
or raise his voice in the streets. 

啟：壓傷的蘆葦、他不折斷。將殘的燈火、他不吹滅。他憑真實將公理傳開。/ 
A bruised reed he will not break, and a smoldering wick he will not snuff out. In 
faithfulness he will bring forth justice;   

應：他不灰心、也不喪膽、直到他在地上設立公理．海島都等候他的訓誨。/ he 
will not falter or be discouraged till he establishes justice on earth. In his law the 
islands will put their hope." 

啟：我耶和華憑公義召你、必攙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眾民的中保、作外

邦人的光、 / I, the LORD, have called you in righteousness; I will take hold of 
your hand. I will keep you and will make you to be a covenant for the people and 
a light for the Gentiles, 

應：開瞎子的眼、領被囚的出牢獄、領坐黑暗的出監牢。/ to open eyes that are 
blind, to free captives from prison and to release from the dungeon those who sit 
in darkness. 

齊：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
說的。/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will be revealed, and all mankind together 
will see it. For the mouth of the LORD has sp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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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