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息、報告、代禱： 
  12/16/2007 2001 年 4 月 15 日（復活節）設立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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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沈燕

及陳莉莉與我們一起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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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更新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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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網址，同得福音的好處。 www.spring4life.net．info@spring4life.org 
 3. 牧師宣教行程:牧師因父病將延期一週返美，祈求聖靈繼續動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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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信

息由李長老主講，請代禱。 

4. 原訂聖誕主日的施洗、聖餐禮及一年三度的宣教特別奉獻，因牧師延期返美將

改於新年主日(本月卅日)舉行，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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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祂
聯絡得合式

叫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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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4:16

6. 肢體關懷代禱；健康：鄭志波姐妹蒙神醫治，感謝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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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威國等肢體的康復；蕭玉梅執事扭傷膝蓋開刀部位，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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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泉弟兄一家於

(11/29-12/28) 回國，請為其家人蒙恩代禱；王伯伯/伯母返華府；江阿姨將前往

New Hampshire(12/20-12/27)處理房宅有關事宜；金石一家前往加州

(12/16-12/27) ；柔桑將前往比利時(12/2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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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奉獻 兒童奉獻 總  計週五 感恩奉獻 特別奉獻 主日 什一奉獻 

$300.00 - 81/31 ? ? $2,580.00 $140.00 $5.80 $3,025.80
  事奉同工： 

主日崇拜: Rockvill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Sanctuary; 2-4pm  招待 禱告 兒童主日學 司琴 茶點服務 
         (112 West Montgomery Ave., Rockville, MD 20850) 新霞/寶燕 美雲傳道 偉東/天敏/柔桑/姮如 金海敏 香萍/秀玲/新霞今日 

下週 新霞/寶燕 惠玲執事 李勤/秉瑋/陳倩/學群 金海敏 香萍/秀玲/新霞 (703) 319-1470 李牧師 (703) 848-4515 雷長老聯絡電話: 

(703) 356-5073 吳長老 (202) 459-9073 李長老 
 
 

http://www.spring4life.com/
http://www.spring4life.net/
http://www.spring4life.org/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7 年 12 月 16 日

領會：李鋼磊長老 證道：李鋼磊長老
  
敬拜與讚美  之祈執事

使徒信經*
(見週刊右頁) 會

 

眾

宣告、祈願* 領會

唱詩 《12》祢真偉大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獻詩  兒童主日學

唱詩 《185》奇異恩典 會眾

禱告  美雲傳道

經文 約 9:1-41 李長老

講道 『從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見了』 李長老

回應詩歌、奉獻 《462》將最好的獻主 會眾

消息、報告、代禱  雷長老

感恩禱告*  李長老

頌榮* 《536》三一頌 會眾

祝禱*  李長老

默禱  會眾

 

本週禱告題目: 

1. 耶穌過去的時候，看見一個人生來是瞎眼的: 再次確認我的重生得救完全是上

帝的作為。 

2. 從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見了: 我可以在我擁有的任何條件上、所處的任何

環境中（家庭裏、夫婦間、教會和肢體當中）察驗到上帝的祝福嗎？在我的生

命生活裏，有那些盲點須調整而聚焦在耶穌基督上？  

3. “主啊！我信＂就拜耶穌: 我能否找出許多具體的證據來說明在日常生活中

藉著禱告過得勝有餘的生活？在代禱上的收穫呢（為教會、肢體、工人培養、

門徒造就、傳福音、建立教會）？ 

 

 

啟應經文 
約 1:1-5，10-14 

啟：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這道太初與 神同在。 /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He was with God in the beginning. 

應：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Through him all 
things were made; without him nothing was made that has been made. 

啟：生命在他裡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In him was life, and that life was the light 
of men. 

應：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 The light shines in the darkness, but the 
darkness has not understood it. 

啟：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不認識他。他到自己的地方來、

自己的人倒不接待他。/ He was in the world, and though the world was made 
through him, the world did not recognize him.   He came to that which was his 
own, but his own did not receive him. 

應：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的兒女。/ Yet to 
all who received him, to those who believed in his name, he gave the right to 
become children of God--  

啟：這等人不是從血氣生的、不是從情慾生的、也不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 神

生的。/ children born not of natural descent, nor of human decision or a 
husband's will, but born of God.  

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

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made his dwelling 
among us. We have seen his glory, the glory of the One and Only, who came 
from the Father,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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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Rockvill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Sanctuary; 2-4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