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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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唐晋

豐、林坦/陳麗娜夫婦與我們一起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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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網站新網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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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網址，同得福音的好處。 

3. 牧師將於本月底動身前往東南亞宣教，(11/29-12/4)於馬來西亞；(12/4-12/8)於新

加坡；(12/8-12/15)轉往韓國探父病，祈求聖靈動工，感動李伯伯歸主，請弟兄

姐妹記念、迫切代禱；牧師外出期間一切聚會照常進行。 

4. 感恩節聚會通告：廿三日(週五 6pm) ，維州各小組在吳長老家、馬州各小組在

李長老家，有佰樂(Pot-luck)聚餐，請弟兄姐妹預備心數算主恩，並邀請福音朋

友參與；請同工提早到協助預備場地、預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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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編印新教材代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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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莉姐妹母親車禍、張威國、鄭志波、

蕭玉梅執事等肢體的康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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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回國/外出肢體：沈伯伯/伯母、秉瑋執事、Vicky 已返美；吳長老娘(11/27-1/10)
將返台探親；雷長老夫婦感恩節期間(11/21-11/25)赴科羅拉多與兒女團聚；李泉

弟兄將於月底回國，請為其家人蒙恩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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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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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奉獻 兒童奉獻 總  計 

82/26     112 $2,756.00 $280.00 $420.00 - $5.31 $3,461.31
 

事奉同工： 

 招待 禱告 兒童主日學 司琴 茶點服務 

今日 晁莉/麗璇 開智執事 偉東/惠玲/江姨/新霞 金海敏 張姨/曉東/秀瓊

下週 晁莉/麗璇 笑娟執事 李勤/秉瑋/陳倩/學群 金海敏 張姨/曉東/秀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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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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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禱告題目: 

1) 

2) 

3) 

 

啟應經文 

賽 53:1-6 

啟：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露呢？/ Who has believed our 
message and to whom has the arm of the LORD been revealed? 

應：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他無佳形美容、我們看見他
的時候、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 He grew up before him like a tender shoot, 
and like a root out of dry ground. He had no beauty or majesty to attract us to him, 
nothing in his appearance that we should desire him.  

啟：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不

看的一樣，我們也不尊重他。/ He was despised and rejected by men, a man of 
sorrows, and familiar with suffering. Like one from whom men hide their faces he 
was despised, and we esteemed him not.  

應：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 神
擊打苦待了。/ Surely he took up our infirmities and carried our sorrows, yet we 
considered him stricken by God, smitten by him, and afflicted. 

啟：那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But he was pierced for our transgressions, he was 
crushed for our iniquities; the punishment that brought us peace was upon him, 
and by his wounds we are healed.  

齊：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 We all, like sheep, have gone astray, each of us has turned to his own way; and 
the LORD has laid on him the iniquity of u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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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