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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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孫容

改與我們一起崇拜，神必賜福與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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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今年主題：「點燃靈火之年」；本月份題綱：「如何順着聖靈而行」；四月份題綱：

「趕鬼」，請迫切為所定出的禱告題目及教會準備推行的各項事工代禱。 

3. 復活節主日(3/23)將有施洗、堅信禮及一年三度宣教特別奉獻，請禱告預備心；

有心受洗及堅信的弟兄姐妹向長老報名；受難日(3/21)晚將有受難禮拜及生命見

証分享。 

4. 復活節主日(3/23)，小朋友們將獻詩，今日崇拜後，請家長們領取詩歌歌詞，在

家中和孩子一同練唱或熟讀歌詞，一同蒙恩。主日學老師，若需要購買手工材

料，請儘速與學群執事接洽。 

5. 今年學童春假維州(3/16-22)，週二(3/18)門訓聚會暫停一次；馬州(3/23-29)，週

三(3/25) 門訓聚會暫停一次；週五及週六聚會照常。 

6. 肢體關懷代禱；健康：牧師尊翁李丙求伯伯、李文軒伯伯、梅伯母、黃倩姊妹

母親、閻曉東執事父母、晁莉姊妹母親車禍、張威國等肢體的康復；胡學美執

事母子於 3/5~19 赴佛州治療；秉瑋執事腰傷，請代禱。 

7. 回 國 / 外 出 肢 體 ： 新霞執事返國兩個月 (~3/13) ；之祈/姮如一家回台探親

(2/27~3/12)；惠珠姊妹回台(3/6~3/18)；金石/志波一家將於(3/12)返國探親，請

為她們的家人蒙恩迫切代禱。 

8. 宣教關懷代禱：金玉琴姊妹前往中國宣教四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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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奉獻 兒童奉獻 總  計 
87/35 117 $4,706.95 $260.00 - - $6.40 $4,973.35

 

事奉同工： 
 招待 禱告 兒童主日學 司琴 茶點服務 

今日 麗璇/寶燕 美雲傳道 金石/秀瓊/陳倩/秀玲 金海敏 張姨/曉東/秀瓊

下週 麗璇/寶燕 惠玲執事 偉東/王瓊/黃倩/學群 金海敏 張姨/曉東/秀瓊

 禱告會兒童 週二禱告 週二兒童 週三禱告 週三兒童 週六禱告 週六兒童

本週 梁剛 繼理 王媽媽 盛林 純慧 吳長老 Marissa
下週 寶燕 昌倫 張阿姨 志峰 銀梅 李長老 Mari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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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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4440 雷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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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8 年 3 月 9 日

領會：李徹 牧師 證道：李徹 牧師
  
敬拜與讚美  雷長老
使徒信經* (見週刊右頁) 

 
會眾
領會宣告、祈願* 

唱詩 《67》歌頌主愛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422》榮光照我心 會眾
禱告  美雲傳道

經文 
林前 2:1-16, 3:1-2, 16,  
林後 3:1-18, 4:7, 16-18 牧師

講道 
『透過我心靈所認知的聖靈』 

《「如何順着聖靈而行」之二》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470》活著為耶穌 會眾
消息、報告、代禱  雷長老
感恩禱告*  牧師
頌榮* 《536》三一頌 會眾
祝禱*  

 
牧師
會眾默禱 

 

本週禱告題目: 

1) 這帕子在基督裏已經廢去了…但他們的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透

過基督所顯明以馬內利的奧秘，那生矇蔽我心眼的帕子已揭去了麼？整理一

下：藉著基督我所看到神一切的榮光是那些？ 

2) 重生人的心靈，就是聖靈一切作為的迴應：重生後，是否確認：聖靈在我心靈

裏如何「同在、感動、賜能力、加添恩賜、引導、結果子、聯絡發展」？ 我能

否說明其中的奧秘？ 

3) 當我信靠順從時，就會看見聖靈繼續的引導、恩膏、成就：從遇見主那日到如
今，祂如何引導我的時光？主說，將來要成就什麼？主賜給我那些恩賜？我身
上的恩賜，如何在造就人、造就教會上被主使用？有否每年恩賜加增的證據？ 

 

啟應經文 
徒 2:17-18, 37-39, 弗 1:13-14, 4:30, 帖前 5:19, 弗 5:17-20 

啟：『 神說、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靈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女要說豫言，

你們的少年人要見異象，老年人要作異夢。/ "'In the last days, God says, I will pour out 
my Spirit on all people. Your sons and daughters will prophesy, your young men will see 
visions, your old men will dream dreams. 

應：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豫言。/ Even on my 
servants, both men and women, I will pour out my Spirit in those days, and they will 
prophesy. 

啟：眾人聽見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得和其餘的使徒說、弟兄們、我們當怎樣行。 / When 
the people heard this, they were cut to the heart and said to Peter and the other apostles, 
"Brothers, what shall we do?" 

應：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
的聖靈。/ Peter replied, "Repent and be baptized, every one of you,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for the forgiveness of your sins. And you will receive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啟：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女、並一切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們 神所召來

的。 / The promise is for you and your children and for all who are far off--for all whom the 
Lord our God will call." 

應：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
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 And you also were included in Christ when you heard the word 
of truth, the gospel of your salvation. Having believed, you were marked in him with a seal, 
the promised Holy Spirit, 

啟：這聖靈、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 神之民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 who 
is a deposit guaranteeing our inheritance until the redemption of those who are God's 
possession--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應：不要叫 神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不要銷滅
聖靈的感動。 / And do not grieve the Holy Spirit of God, with whom you were sealed for 
the day of redemption. Do not put out the Spirit's fire. 

啟：不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不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靈充滿 。 

/ Therefore do not be foolish, but understand what the Lord's will is. Do not get drunk on 
wine, which leads to debauchery. Instead, b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齊：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主，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
的名、常常感謝父 神。 / Speak to one another with psalms, 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 
Sing and make music in your heart to the Lord, always giving thanks to God the Father for 
everything,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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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