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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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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事工團的 Cathy 及林鹿姐妹蒞臨本堂採訪，神必賜福、重用你們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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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師曾於上週前往芝加哥培訓門徒，分享「路得記與使徒行傳綜覽」
，感謝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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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pring4life.net．info@spring4life.org

事，同時儘量告知親朋好友本教會同得福音的好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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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吳長老今日應邀在費郡華人教會講道，感謝主，願費郡弟兄姐妹們均蒙恩。
6. 李泉弟兄母親已於上週一(十月廿九日)在國內逝世，求神安慰遺族；李泉弟兄
全家將於十一月廿八日返鄉奔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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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倩姊妹母親、閻曉東執事父母、張威國、鄭志波、蕭玉梅執事等肢體的

靠祂
聯絡得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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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關懷：為
盛勇/佩蓉及孩子 Parnell, Grant 適應新環境代禱；歡迎濤峰弟兄之岳母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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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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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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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Rockvill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Sanctuary; 2-4pm
(112 West Montgomery Ave., Rockville, MD 2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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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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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力量、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God is
our refuge and strength, an ever-present help in trouble.
應：所以地雖改變、山雖搖動到海心、/ Therefore we will not fear, though the earth
give way and the mountains fall into the heart of the sea,
啟：其中的水雖匉訇翻騰、山雖因海漲而戰抖、我們也不害怕。/ though its waters
roar and foam and the mountains quake with their surging.
應：有一道河，這河的分汊、使 神的城歡喜，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聖所。/
There is a river whose streams make glad the city of God, the holy place where the
Most High dw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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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神在其中，城必不動搖，到天一亮、神必幫助這城。/ God is within her, she
will not fall; God will help her at break of day.
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極，他折弓、斷槍、把戰車焚燒在火中。/ He makes wars
cease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he breaks the bow and shatters the spear, he burns
the shields with fire.
啟：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 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本週禱告題目:
1) 帶著得勝的生命，面對「苦難」的耶穌基督：今日，主仍然住在我裏面，與我
一同面對「目前我所面對的矛盾和問題」
；我應該如何才能像主一樣，帶著完全
得勝的生命，而能安然面對目前的問題呢？在主耶穌的禱告裏，我能發現那些
「必能得勝」的秘訣？
2) 在夢中遭遇苦難的門徒：在我生活裏，是否時常出現「在客西馬尼園裏主的門
徒所遇見過的那些矛盾」？為何我不太喜愛禱告呢？我能尋找其原因麼？思想
如何才能解決？
3) 自從門徒回復禱告之後，基督得勝的能力大大地彰顯出來：我有否看清「非禱
告不可」的理由？當我禱告時，能得著那些果效呢？是否我能列出其內容，並
能用實際的經驗來作見證？

/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I will be exalted among the nations, I will be
exalted in the earth."
齊：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的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The LORD Almighty
is with us; the God of Jacob is our for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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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