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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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林嵐

嵐、蘭燕濤、丁暉、饒文軍、何光宇、朱明及 Deb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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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長宣教行程預告:牧師於尊翁之追思禮拜後，前往新馬主領聚會，師母留韓照

應親人，請弟兄姐妹迫切代禱。為主日釋放信息的長老們代禱：李長老(6/1) 及
雷長老(6/8) 。 

3. 繼續為四川省之震災，祈求父神以救恩代替受難家屬的哀慟，以期帶來中國福

音事工的復興。 
4. 本季兒童主日學，將以卅六課為教材，尚未領取教材的老師們，請在崇拜後儘

速領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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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報名事項，請洽

惠玲或銀梅執事；退修會之孩童教導，將由一對牧師夫婦及攣生女兒擔任，請

代禱。 
6. 肢體關懷/健康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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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學美執事、蕭玉梅執

事、楊平、張威國等肢體的康復；龐紅宇弟兄已開始治癌化療，極需弟兄姐妹

代禱及支持。 
7. 回國/外出肢體：開智執事一家返國探親並參與短宣；張阿姨回新疆半年，堅固

家人及當地信徒；秉瑋執事(6/5)將返台省親兩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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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基督生命堂(張
慶勝)、神學生(周靜宜、陳莉君)。 

上週出席與奉獻：(成人/兒童) 
主日 週間小組 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特別奉獻 賑災奉獻 兒童奉獻 總  計 
91/38 122 $3,121.00 $140.00 $200.00 $2,660.00 $7.25 $6,128.25

事奉同工： 
週日 招待 禱告 兒童主日學 司琴 茶點服務 

今日 新霞/寶燕 吳長老 美雲/咏恩/陳倩/秀玲 吳長老娘 曉東/秀瓊 

下週 新霞/寶燕 惠玲執事 金石/梅華/黃倩/新霞 吳長老娘 曉東/秀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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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瀾 天敏 之祈 李長老 永乾 
下週 志峰 雷長老 姮如 秀玲 盛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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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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 日

領會：李長老 證道：李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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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信靠耶穌真是甜美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416》耶穌基督是我一切 會眾
禱告  吳長老
經文 太 (Matt.) 28:18-20 李長老

講道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Therefore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李長老

回應詩歌、奉獻 《259》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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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應經文 
詩(Psalm) 42:1-2; 賽(Isaiah) 7:14; 路(Luke) 24:44-48 

啟：神阿、我的心切慕你、如鹿切慕溪水。我的心渴想 神、就是永生 神，

我幾時得朝見 神呢。/ As the deer pants for streams of water, so my soul pants 
for you, O God.  My soul thirsts for God, for the living God. When can I go and 
meet with God? 

應：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

利。/ Therefore the Lord himself will give you a sign: The virgin will be with 
child and will give birth to a son, and will call him Immanuel. 

啟：耶穌對他們說、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說、摩

西的律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He 
said to them, "This is what I told you while I was still with you: Everything must 
be fulfilled that is written about me in the Law of Moses, the Prophets and the 
Psalms." 

應：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使他們能明白聖經。/ Then he opened their minds so 
they could understand the Scriptures. 

啟：又對他們說、照經上所寫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從死裡復活。/ He told them, 
"This is what is written: The Christ will suffer and rise from the dead on the third 
day, 

齊：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你們就是

這些事的見證。/ and repentance and forgiveness of sins will be preached in his 
name to all nations, beginning at Jerusalem.  You are witnesses of these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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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