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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神賜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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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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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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牧師、師母已於昨日平安返美，感謝主；請弟兄姐妹繼續記念病中的李伯伯，
為其能歸主迫切代禱。

www.spring4life.net．info@spring4life.org

4. 馬里蘭地區聖誕夜一起數算恩典：12/24 晚 8:30-10:30 在教會 33 號教室舉行，
歡迎參加，願意者可帶點心與大家分享；聖誕及新年假期(12/24-1/5)週間門訓聚
會暫停；各小組自行決定假期活動。
5. 本教會新年度月曆已印妥，每家一份，請自行取用。
6. 新年崇拜：將於一月一日上午十一時舉行；有施洗、聖餐禮及一年三度的宣教
特別奉獻，會後一起新年聚餐(教會預備)，用餐中有小朋友表演，亦歡迎弟兄
姐妹自由參與同樂；有心受洗者請向小組長或長老們報名，受洗班預定廿九日
(星期六)上午十一點在李長老家舉行，請弟兄姐妹禱告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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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莉姐妹母親車禍、張威國等肢體的康
復；繼續代禱：蕭玉梅執事膝蓋開刀部位扭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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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祂
聯絡得合式

8. 回國/外出肢體：吳長老娘(11/27-1/10)平安返台探親、見證及傳福音；李泉弟兄
一家於(1/29-12/28) 回國，請為其家人蒙恩代禱；江阿姨前往 New Hampshire
(12/20-12/27)處理房宅有關事宜；年假期間外出之家庭：梁金石一家往加州
(12/16-12/25) 、湯開智執事一家、周昌倫弟兄一家、淑貞姐妹、國俊弟兄、楊
惠琳姐妹等外出探親或渡假；李金旭姐妹赴北大進修半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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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4:16

上週出席與奉獻：(成人/兒童)
主日

週五

78/30

67

什一奉獻 感恩奉獻 特別奉獻 宣教奉獻 兒童奉獻 總 計
$1,636.00 $365.00
$350.00
$4.30
$2,355.30

聯絡電話:

事奉同工：
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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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兒童主日學

司琴

茶點服務

今日 新霞/寶燕

雷長老

李勤/秉瑋/陳倩/學群 金海敏

香萍/秀玲/新霞

下週 新霞/寶燕

吳長老

曉東/惠玲/黃倩/新霞 金海敏

香萍/秀玲/新霞

(703) 319-1470 李牧師

(703) 574-4440 雷長老

(703) 356-5073 吳長老

(202) 459-9073 李長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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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週刊右頁)

《12》你真偉大
(見週刊右頁)

《261》向萬邦傳福音
太 28:16-20；可 16:13-20；路 24:44-53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今日耶穌 145》

《259》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536》三一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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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禱告題目:
1)我已否掌握「基督天天活在我生命裏」的證據?基督隨時凡事上指教我嗎?基督
的思想與我的思想一樣嗎?曾經運行在耶穌基督生命裏的聖靈, 正運行在我生命
裏嗎?基督的心腸與我的心腸一樣嗎? 基督的榮美、平安、喜樂、智慧、權柄，
今日仍在我生命裏彰顯出來嗎?
2)目前, 我享受「傳福音、祝福人」的情況如何?「無論得時不得時」能作的嗎?

賽 60:1-5，19-22
啟：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來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 "Arise, shine, for your
light has come,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rises upon you.
應：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他的榮耀要現在你
身上，/ See, darkness covers the earth and thick darkness is over the peoples, but the
LORD rises upon you and his glory appears over you.
啟：萬國要來就你的光、君王要來就你發現的光輝。/ Nations will come to your light, and
kings to the brightness of your dawn.
應：你舉目向四方觀看，眾人都聚集來到你這裡，你的眾子從遠方而來、你的眾女也被
懷抱而來。/ "Lift up your eyes and look about you: All assemble and come to you; your
sons come from afar, and your daughters are carried on the arm.
啟：那時你看見就有光榮、你心又跳動、又寬暢，因為大海豐盛的貨物必轉來歸你、列
國的財寶、也必來歸你。/ Then you will look and be radiant, your heart will throb and
swell with joy; the wealth on the seas will be brought to you, to you the riches of the
nations will come.
應：日頭不再作你白晝的光、月亮也不再發光照耀你，耶和華卻要作你永遠的光、你 神
要為你的榮耀。/ The sun will no more be your light by day, nor will the brightness of
the moon shine on you, for the LORD will be your everlasting light, and your God will
be your glory.
啟：你的日頭不再下落、你的月亮也不退縮，因為耶和華必作你永遠的光、你悲哀的日
子也完畢了。/ Your sun will never set again, and your moon will wane no more; the
LORD will be your everlasting light, and your days of sorrow will end.
齊：你的居民都成為義人、永遠得地為業、是我種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榮耀至
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國必成為強盛，我耶和華要按定期速成這事。/ Then will
all your people be righteous and they will possess the land forever. They are the shoot I
have planted, the work of my hands, for the display of my splendor. The least of you
will become a thousand, the smallest a mighty nation. I am the LORD; in its time I will
do this swiftly."

講信息作見證，都很自然嗎?看見聖靈的工作嗎?我的言語、表情、動作都能影響
人嗎? 時常與我共處的人群，愈愛我的生命嗎?
3)目前，在我生命的聯絡網裏，生命福音工作展開的情況如何? 在我心裏，有否
一幅「我生命的聯絡網蒙主恩，主繼續打開傳福音的門路，彼此聯絡，逐漸擴
展」的圖畫?在傳福音的事工上，我與基督門徒團契之間，彼此連結、代禱、配
搭、發展的情況如何? 在目前的時間表裏，我最要關注而迫切代禱的對象是那
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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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