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報告、代禱：
1. 竭誠歡迎遠志明事工團蒞臨本堂採訪，願神賜福、重用你們的事工；今天首次

10/28/2007

2001 年 4 月 15 日（復活節）設立 #743

到訪的朋友，請填妥歡迎卡，我們會為您禱告；上週有 Michael 與我們一起崇
拜，神必賜福與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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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師將於 10/31-11/3 前往芝加哥培訓門徒，主題是「路得記與使徒行傳綜覽」；
求主大大使用祂的僕人，請迫切代禱。

www.spring4life.net．info@spring4life.org

3. 11/4 將恢復使用標準時間，週六晚臨睡前，請記得將時鐘撥後(慢)一小時。
4. 教會新網站網址為：www.spring4life.com; www.spring4life.net 或
www.spring4life.org，請弟兄姐妹多上網瀏覽，並提供修改意見給負責的永乾執
事，同時儘量告知親朋好友本教會同得福音的好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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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下主日上午吳長老應邀在費郡華人教會講道，請記念并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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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祂
聯絡得合式

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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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玉
梅執事(膝蓋開刀)等身體的康復；胡學美執事暫停化療，請為她的體力恢復及
後續的醫療方案代禱。關懷：為盛勇/佩蓉及孩子 Parnell, Grant 適應新環境代禱；
濤峰弟兄之岳母將於明天與曉東執事一起來美國，請為其岳母及妻艷華的蒙恩
迫切代禱。

叫身體
漸漸增長

8. 回國/外出肢體：沈伯伯/伯母(10/2-11/8)、秉瑋執事(10/29-11/12)回台；朱柔桑執
事(10/25-11/5)前往比利時探望女兒。

以弗所書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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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莉君)。
上週出席與奉獻：(成人/兒童)
主日

小組

81/33

108

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特別奉獻 宣教奉獻 兒童奉獻
$3,698.00

$260.00

$1,300.00

-

$14.75

總計
$5,272.75

主日崇拜: Rockvill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Sanctuary; 2-4pm
(112 West Montgomery Ave., Rockville, MD 20850)
聯絡電話:

事奉同工：
招待
今日 香萍/玉梅

禱告
雷長老

兒童主日學
司琴
美雲/秀瓊/陳倩/學群 金海敏

茶點服務
秀玲/新霞/香萍

下週 晁莉/麗璇

開智執事

李勤/麗璇/黃倩/秀玲 金海敏

張姨/曉東/秀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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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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禱告題目:
1) 主在客西馬尼，作三次集中禱告(集中禱告的威力)：診斷: 目前我喜不喜愛禱
告？禱告帶來如何的功效？在我一生中，有否清楚看見過「集中禱告所帶來的
功效」的經歷？我明白應該何時要集中禱告？
2)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集中禱告的秘訣)：我已經掌握了「大
綱 2，小題 3)」所講「順從父神美意」的秘訣麼？目前，有否還未蒙應允的禱
告內容？在默想禱告或請教「在前的肢體」的方法，尋找其原因而解決吧!
3) 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如何保持儆醒禱告)：我有否感覺到「有一股勢
力」時常妨害我的禱告？每當遇到「不想讀經、不想禱告、不想聚會、不想事
奉」的時候，我用何法來克服惡魔的攻擊？請與肢體們彼此分享自己的秘訣和
經歷…

詩 143:1-7,11-12
啟：耶和華阿、求你聽我的禱告、留心聽我的懇求、憑你的信實和公義應允我。
/ O LORD, hear my prayer, listen to my cry for mercy; in your faithfulness and
righteousness come to my relief.
應：求你不要審問僕人，因為在你面前凡活著的人、沒有一個是義的。/ Do not
bring your servant into judgment, for no one living is righteous before you.
啟：原來仇敵逼迫我、將我打倒在地，使我住在幽暗之處、像死了許久的人一
樣。/ The enemy pursues me, he crushes me to the ground; he makes me dwell in
darkness like those long dead.
應：所以我的靈在我裡面發昏，我的心在我裡面悽慘。/ So my spirit grows faint
within me; my heart within me is dismayed.
啟：我追想古時之日、思想你的一切作為、默念你手的工作。/ I remember the days
of long ago; I meditate on all your works and consider what your hands have
done.
應：我向你舉手我的心渴想你、如乾旱之地盼雨一樣。/ I spread out my hands to
you; my soul thirsts for you like a parched land.
啟：耶和華阿、求你速速應允我，我心神耗盡，不要向我掩面、免得我像那些
下坑的人一樣。/ Answer me quickly, O LORD; my spirit fails. Do not hide your
face from me or I will be like those who go down to the pit.
齊：耶和華阿、求你為你的名將我救活，憑你的公義、將我從患難中領出來，
憑你的慈愛剪除我的仇敵、滅絕一切苦待我的人，因我是你的僕人。/ For
your name's sake, O LORD, preserve my life; in your righteousness, bring me out
of trouble. In your unfailing love, silence my enemies; destroy all my foes, for I
am your ser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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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