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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蔡錫
沂、王盛勇及劉富卿伯伯與我們一起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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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改進意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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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主日學關懷代禱：家有孩童上主日學的家長們，請多利用教師所填的表格，以
便了解孩童們學習狀況，為之祝福；另請為製作十一月份主日學教師手册，出
埃及記、利未記的編輯、印刷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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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週間小組聚會：維州每週三 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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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北京傳來的喜訊：閻曉東執事母親已於今天受洗歸主，也帶領母親之四位病友
及兩位媬姆決志，感謝讚美主奇妙作為！
6. 肢體關懷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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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倩姊妹母親、閻曉東執事父母、梁金石弟兄母親住院、張威國、
鄭志波等肢體的康復；胡學美執事開始為期半年的化療，請弟兄姐妹協助此次
療程接送的需要；盛林執事/孫東姐妹的兒子盛雨康復出院，感謝主；也為盛勇
/佩蓉及孩子 Parnell, Grant 適應新環境代禱。

靠祂
聯絡得合式

7. 回國/外出肢體：沈伯伯/伯母(10/2-11/8)回台；劉明弟兄 9/24 回中國一個月；朱
柔桑執事至比利時(10/25-11/5)探望女兒；濤峰弟兄之岳母已獲來美簽証，請為
他岳母及太太艷華的蒙恩迫切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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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身體
漸漸增長

9. 福音網站推薦：好消息衛星電視台(GoodTV) http://www.goodtv.tv/default.phtml全
天福音現場及網上廣播；北美好消息二台GOOD TV 2頻道網址為：
http://twch2.goodtv.tv/，可推薦給親朋好友祝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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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出席與奉獻：(成人/兒童)
主日

小組

79/37

103

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特別奉獻 宣教奉獻 兒童奉獻
$2,816.00

$380.00

$303.00

$2.00

$13.95

總計
$3,514.95

事奉同工：
招待
今日 香萍/玉梅

禱告
之祈執事

兒童主日學
司琴
李勤/天敏/江姨/新霞 金海敏

茶點服務
秀玲/新霞/香萍

下週 香萍/玉梅

雷長老

美雲/秀瓊/陳倩/學群 金海敏

秀玲/新霞/香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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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1214 雷長老

(703) 356-5073 吳長老

(202) 459-9073 李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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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背十架跟隨主

《536》三一頌

詩 142:1-7
啟：我發聲哀告耶和華，發聲懇求耶和華。我在他面前吐露我的苦情，陳說我
的患難。/ I cry aloud to the LORD; I lift up my voice to the LORD for mercy. I
pour out my complaint before him; before him I tell my trouble.
應：我的靈在我裡面發昏的時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敵人為我
暗設網羅。/ When my spirit grows faint within me, it is you who know my way.
In the path where I walk men have hidden a snare for me.
啟：求你向我右邊觀看、因為沒有人認識我，我無處避難、也沒有人眷顧我。/
Look to my right and see; no one is concerned for me. I have no refuge; no one
cares for my life.

會眾
雷長老
牧師
會眾
牧師
會眾

應：耶和華阿、我曾向你哀求，我說、你是我的避難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
的福分。/ I cry to you, O LORD; I say, "You are my refuge, my portion in the land
of the living."
啟：求你側耳聽我的呼求、因我落到極卑之地，求你救我脫離逼迫我的人、因
為他們比我強盛。/ Listen to my cry, for I am in desperate need; rescue me from
those who pursue me, for they are too strong for me.

本週禱告題目:

齊：求你領我出離被囚之地、我好稱讚你的名，義人必環繞我、因為你是用厚
恩待我。/ Set me free from my prison, that I may praise your name. Then the

「主阿，我就是同你下監，同你受死，也是甘心」
：我也時常如此向主
1) 彼得說：
告白麼？我在基督裏，已經看見如此絕對的答案麼？今日我所信的內容，將必
都能成全麼？
2) 耶穌說：「彼得，我告訴你，今日雞還沒有叫，你要三次說不認得我」：目前，
那些事情是繼續叫我憂慮、懼怕的呢？從耶穌基督的眼光來看的時候，仍然是
要擔心的事麼？怎能保守心懷意念呢？
3)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我能否看見「主耶穌為我代禱的證據」？我的生命是因「主為我代禱」
，而繼續
「向高處行」的麼？我如何才能很快登上「屬靈高階」
，在每天生活裏，不但不
再受「任何困擾」
，更是時常享受「榮神益人建國」？在我的生命生活裏，應該
作那些調整？

righteous will gather about me because of your goodness t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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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