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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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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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求

主清楚指引個人能忠心參與的事奉崗位。 

3. 復活節主日(3/23)將舉行洗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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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向長老報名，周梅生/盧艷宏夫婦已決定受

洗；受難日(3/21，週五)晚八時在副堂舉行受難崇拜及生命見證分享。 

4. 復活節主日(3/23)，小朋友們將獻詩，請繼續在家中和孩子一同練唱或熟讀上週

所領到的歌詞，一同蒙恩；當天主日學課後，有餘興活動，請儘可能邀小朋友

們參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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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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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於 3/5~19 赴佛州治療；牧師及秉瑋執事腰傷，請代禱。 

7. 回國/外出肢體：新霞執事帶著美好見證自國內平安返美；之祈/姮如一家平安返

抵華府；惠珠姊妹回台(3/6~3/15)；金石/志波一家已於(3/12)返國探親，請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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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0 124 $3,625.00 $380.00 $200.00 - $22.67 $4,2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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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玲執事 偉東/王瓊/姮如/學群 金海敏 張姨/曉東/秀瓊

下週 麗璇/寶燕 吳長老 曉東/天敏/黃倩/秀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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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燕 - - 志峰 銀梅 吳長老 Marissa
下週 姮如 繼理 張阿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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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

領會：李徹 牧師 證道：李徹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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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恩雨大降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207》耶穌,我來 會眾
禱告  惠玲執事

經文 
羅 6:4-5, 14, 7:6, 8:1-17, 26-28, 31-39,12:1-2,

弗 4:17-5:21, 加 3:1-6, 5:1, 13-26 牧師

講道 
『如何區別聖靈和肉體？』 

《「如何順着聖靈而行」之三》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52》天父必看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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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禱 會眾
 

本週禱告題目: 

1) 屬血氣的人(自然人)不領會聖靈的事：重生之後，最大的發現，就是「按着重
生前的方式」生活，其結果就是「死」。重生之後，最大的變化，就是生活方
式的變化。目前，我生命生活的方式按着「儀文的舊樣」，或按着「心靈的新
樣」？比率如何？如何能更隨時「按着心靈的新樣」生活？   

2) 唯有信服基督的才能得聖靈，也能明白有關「聖靈的事」：我心靈因信基督得
了聖靈，也因此有了「新的心靈」。未重生前的心靈和重生後的心靈，最大的
變化是在那？確認一下：「用重生的心靈，靠聖靈，察驗在凡事上神的美意」
時，何異於自然人的判斷？ 

3) 整理、確認、察驗、順從的時候，聖靈的能力彰顯出來：主在我一生的美意、
今日如何帶領，我看得很清楚麼？我的判斷、言語、生活有確信「都是從主的
美意而來」 麼？有否經歷：當我帶着如此確信而生活時，主的權柄榮耀透過我
的生命大大地彰顯出來？ 

啟應經文 

詩 16:1-11 

啟：神阿、求你保佑我、因為我投靠你。我的心哪、你曾對耶和華說、你是我

的主，的好處不在你以外。/ Keep me safe, O God, for in you I take refuge. I said 
to the LORD, "You are my Lord; apart from you I have no good thing." 

應：論到世上的聖民、他們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悅的。/ As for the saints who are 
in the land, they are the glorious ones in whom is all my delight. 

啟：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他們所澆奠的血我不獻上、我

嘴唇也不提別神的名號。 / The sorrows of those will increase who run after 
other gods. I will not pour out their libations of blood or take up their names on 
my lips. 

應：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 LORD, you have 
assigned me my portion and my cup; you have made my lot secure. 

啟：用繩量給我的地界、坐落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 The boundary 
lines have fallen for me in pleasant places; surely I have a delightful inheritance. 

應：我必稱頌那指教我的耶和華，我的心腸在夜間也警戒我。 / I will praise the 
LORD, who counsels me; even at night my heart instructs me. 

啟： 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便不至搖動。/ I have set the 
LORD always before me. Because he is at my right hand, I will not be shaken. 

應：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 Therefore my heart 
is glad and my tongue rejoices; my body also will rest secure, 

啟： 因為你必不將我的靈魂撇在陰間，也不叫你的聖者見朽壞。 / because you will 
not abandon me to the grave, nor will you let your Holy One see decay. 

齊：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
福樂。 / You have made known to me the path of life; you will fill me with joy in 
your presence, with eternal pleasures at your right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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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