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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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楊開

勇與我們一起崇拜，神必賜福與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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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列題綱：「趕鬼」；下系列題綱：「天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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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長宣教行程預告:牧師將於本月十九日前往中國及東南亞宣教、堅固門徒；李

長老隨行 一 週；請弟兄姐妹迫切代禱。並為此期間，釋放講台信息的三位長老

們代禱。 
4. 五月十七日(週六)，教會將舉行戶外活動，地點於馬麗蘭州立黑崗公園，時間

為上午十時半至下午三時，詳情請洽曉東執事，並為合適的氣候禱告。 
5. 本年度退修會預告:六月十九至廿二日(週四至週日)，McDaniel College，主題信

息為「靠聖靈趕鬼，享受天國」；請預留你的行程及時間，報名表已以電郵發出，

有關事務，請洽惠玲或銀梅執事。 
6. 肢體關懷/健康代禱：牧師尊翁李丙求伯伯、師母尊翁張泓伯伯、李文軒伯伯、

梅伯母、黃倩姊妹母親、曉東/新霞執事親友、秉瑋執事婆婆、永乾執事二伯父、

牧師腰傷、胡學美執事、蕭玉梅執事、張阿姨、江阿姨、金海敏、楊平、張威

國等肢體的康復；肢體們的家人蒙恩，請代禱。 
7. 回國/外出肢體：開智執事一家將於(5/15)返國探親並參與短宣；張阿姨將於(5/21)

啟程回新疆半年，堅固家人及當地信徒。 

8. 宣教關懷代禱：金玉琴姊妹前往中國宣教四個月、雷長老娘(4/7~6/16)前往台灣

中國宣教、舊金山灣區(朱維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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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35 117/10 $4,001.00 $100.00 - $50.00 $13.41 $4,164.41

事奉同工： 
週日 招待 禱告 兒童主日學 司琴 茶點服務 

今日 晁莉/鈺兒 笑娟執事 曉東/天敏/黃倩/秀玲 吳長老娘 香萍/秀玲/李勤

下週 晁莉/鈺兒 昌倫弟兄 偉東/秉瑋/秀瓊/姮如 吳長老娘 香萍/秀玲/李勤

週間 禱告會兒童 週二禱告 週二兒童教導 週三禱告 週三兒童教導

本週 梁剛 梁剛 麗璇 志峰 惠琳 
下週 寶燕 江阿姨 柔桑 秉瑋 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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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親 節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8 年 5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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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會宣告、祈願* 

唱詩 《387》主是我萬有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518》我真歡樂 會眾
禱告  笑娟執事
經文 撒上 1:10-11, 24-28, 2:1-11, 18-21 牧師

講道 
『祝福父母的三句話』 

《母親節特別信息》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413》主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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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的心意蒙恩的時候，你可確信蒙福的未來將臨到你的兒女：我是否有確據
「我的心懷意念是蒙恩的」？兒女的目前屬靈情況如何？我對兒女的蒙恩是否
有絕對的信心？我兒女的問題如何讓我蒙福？在我為兒女禱告時，禱告的焦點
是否更集中於「我自己蒙恩的事情上」？ 

2) 你用禱告養育兒女，就會看見神親自養育你的兒女：我為兒女禱告，在養育兒
女的事奉上，帶來如何的益處(影響)？目前，按我兒女的年齡和條件，在我禱
告中應該多得神的那些計劃和智慧？我已發現了神親自養育我兒女的證據麼？
可否與肢體一同分享？ 

3) 你先順從神，你的兒女就會遇見神跟從神：我的兒女會否認「我的父母是個喜
愛信從神的人」？他們時常看見「父母的信心」所帶來神賜的福麼？我對我兒
女們現在或將來必定「遇見神、喜愛與神交通、同行」的經歷上，有絕對的確
據麼？ 

 

啟應經文 
申 6:3-9,書 24:15 

啟：以色列阿、你要聽、要謹守遵行、使你可以在那流奶與蜜之地、得以享福、

人數極其增多、正如耶和華你列祖的 神所應許你的。/ Hear, O Israel, and be 
careful to obey so that it may go well with you and that you may increase greatly 
in a land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just as the LORD, the God of your fathers, 
promised you. 

應：以色列阿、你要聽，耶和華我們 神是獨一的主。/ Hear, O Israel: The LORD 
our God, the LORD is one.  

啟：你要盡心、盡性、盡力、愛耶和華你的 神。/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strength. 

應：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 These commandments that I give you 
today are to be upon your hearts. 

啟：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女、無論你坐在家裡、行在路上、躺下、起來、都要

談論。/ Impress them on your children. Talk about them when you sit at home and 
when you walk along the road, when you lie down and when you get up. 

應：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 Tie them as symbols on your hands 
and bind them on your foreheads. 

啟：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 Write them on the doorframes of 
your houses and on your gates. 

齊：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 But as for me and my household, we 
will serve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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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