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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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廖慶

璋/李幼真夫婦、游閔崇/Stella 夫婦、何偉及陳常新與我們一起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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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網址，同得福音的好處。 

3. 牧師宣教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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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信息分別由雷長老(12/2)及吳長老(12/9)
主講，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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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小組動態：吳長老娘返台探親期間(11/27-1/10)，Fairfax 小組週五聚會與 Falls 
Church 小組合併舉行，請兩小組弟兄姐妹按時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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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長老娘(11/27-1/10)平安返台探親及傳福音；李泉弟兄全家已

於(11/29-1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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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 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特別奉獻 宣教/建堂 兒童奉獻 總  計 

89/32    130+ $2,463.00 $5,232.00 $227.00 $2.00/$2.00 $7.71 $7,933.71
 

事奉同工： 

 招待 禱告 兒童主日學 司琴 茶點服務 

今日 新霞/寶燕 昌倫弟兄 美雲/秀瓊/黃倩/寶燕 金海敏 香萍/秀玲/新霞

下週 新霞/寶燕 李長老 金石/麗璇/王瓊/秀玲 金海敏 香萍/秀玲/新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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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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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7 年 12 月 02 日

領會：雷允奇長老 證道：雷允奇長老
  
敬拜與讚美  之祈執事
使徒信經* (見週刊右頁) 會

 
眾

領會宣告、祈願* 

唱詩 《210》寶血權能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367》靠近十架 會眾
禱告  周昌倫弟兄
經文 西 2:1-3；3:15-16 雷長老

講道 『生命、生活與十架』 雷長老

回應詩歌、奉獻 《207》耶穌，我來 會眾
消息、報告、代禱  吳長老
感恩禱告*  雷長老
頌榮* 《536》三一頌 會眾
祝禱*  雷長老
默禱  會眾
 
 

本週禱告題目: 

1) 我對十架真正認識有多少？ 

2) 我真確認：「十架是最單純、最容易、最輕省、最有智慧、最有能力、最有果

效」的方法嗎？ 

3) 我在生活中、實際享受十架那完全「順從、慈愛、公義、代死、復活」福音的
大能嗎？ 

 

 

啟應經文 

西 2:9-15 

啟：因為 神本性一切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裡面。你們在他裡面

也得了豐盛，他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 For in Christ all the fullness of the 
Deity lives in bodily form, and you have been given fullness in Christ, who is the 
head over every power and authority. 

應：你們在他裡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禮、乃是基督使你們脫去肉體情
慾的割禮。/ In him you were also circumcised, in the putting off of the sinful 
nature, not with a circumcision done by the hands of men but with the 
circumcision done by Christ, 

啟：你們既受洗與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與他一同復活．都因信那叫他從死裡

復活 神的功用。/ having been buried with him in baptism and raised with him 
through your faith in the power of God, who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應：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們一切過犯、
便叫你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When you were dead in your sins and in the 
uncircumcision of your sinful nature, God made you alive with Christ. He forgave 
us all our sins,  

啟：又塗抹了在律例上所寫、攻擊我們有礙於我們的字據、把他撤去、釘在十

字架上。/ having canceled the written code, with its regulations, that was against 
us and that stood opposed to us; he took it away, nailing it to the cross.  

齊：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 And 
having disarmed the powers and authorities, he made a public spectacle of them, 
triumphing over them by the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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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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