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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孫敏
利、高光天、黃土巃、武玉鷗、張玉平、胡太太、Lube Kunz 及 George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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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聚會場所，因整修空調系統，無法使用冷氣，在系統正常運作之前，臨時
聚會場地如下：(1)七、八兩月成人、青少年及幼小班，聚會於洛城華人路德會
(Chinese Lutheran Church, 12801 Falls Road, Potomac, MD 20854；I-270 公路五號
出口往李長老家 Falls Road，第一個紅綠燈口左側 – Falls Road 與 Wootton Pkwy
交口)；(2)中班及小班兒童主日學在李長老家中進行(8704 Wandering Trail Dr.,
Potomac, MD 20854)，課後由老師及同工接回教會，家長們請勿須前往李長老
家接孩子們；請繼續為臨時場所之安排、使用及此期間諸多需聯絡合宜之事項
代禱。
3. 牧師將於十六至十九日，前往芝加哥真光堂培訓門徒，請弟兄姐妹為此行代禱。
4. 本年度長執同工年會預定八月二日下午三時起在吳長老家舉行，請現任長執及
關心教會事工的同工預留時間、帶來禱告題目與對教會建議、務必準時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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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肢體關懷/健康代禱：師母尊翁張泓伯伯、李文軒伯伯膽結石手術後復原、江阿
姨安裝人工齒後之調適、梅伯母、黃倩姊妹母親、曉東/新霞執事親友、胡學美
執事及胞妹、蕭玉梅執事、秉瑋執事婆婆及大嫂、楊平、張威國等肢體的康復；
龐紅宇弟兄將於(7/14)前往紐約市進行胃癌開刀手術，極需弟兄姐妹代禱及支
持，張阿姨媳婦錢昀姐妹預定本週中生產，請代禱。
6. 回國/外出肢體：金玉琴姊妹在中國宣教四個月多，蒙豐盛恩典，現已平安返美；
張阿姨回新疆半年，堅固家人及當地信徒。
7. 宣教關懷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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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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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三一頌

應：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
永遠的生命。/ It is as if the dew of Hermon were falling on Mount Zion. For
there the LORD bestows his blessing, even life forevermore.

牧師

牧師

應：耶和華的作為本為大，凡喜愛的都必考察。/ Great are the works of the LORD;
they are pondered by all who delight in them.

會眾

啟：他所行的是尊榮、和威嚴。他的公義存到永遠。/ Glorious and majestic are his
deeds, and his righteousness endures forever.

《「如何享受天國」之三》

《386》高舉主旗

啟：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
亞倫的頭上、流到鬍鬚，又流到他的衣襟。/ How good and pleasant it is when
brothers live together in unity! It is like precious oil poured on the head, running
down on the beard, running down on Aaron's beard, down upon the collar of his
robes.

啟：你們要讚美耶和華。我要在正直人的大會中、並公會中、一心稱謝耶和華。
/ Praise the LORD. I will extol the LORD with all my heart in the council of the
upright and in the assembly.

『天國就在你們兩三個人中間』

回應詩歌、奉獻

詩(Psalm) 133:1-3, 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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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禱告題目:
1) 天國就在你們「兩三個人」奉我的名禱告的地方：在我所擁有的一切人際關係
和我所在的地方(家庭、教會、工地、親友)裏，天國時常降臨麼？那在我心裏
所享受的天國，與我的人際關係、生活現場有何關係？我的人際關係是以「得
著一父、一主、一靈、一洗、一體」的聖民為中心麼？
2) 天國「何時」又「如何地」顯現？我在基督團契生活裏，時常享受「大綱第二」
所講「五種天國顯現時所降臨的福份」麼？有沒有發現「我對基督團契的聚會
裏，應該多期待、得享恩典」的地方？
3) 在天國團契裏，如何成為「最得福份」的聖徒？我是否完全明白「大綱第三」
所提「七個在基督團契生活蒙福的條件」？我是否相信：目前無論我處何境，
我只要在基督團契裏繼續蒙恩，就必得著「萬事互相效力」的福份？那麼，我
有否發現應該多更新的地方？

應：他行了奇事、使人記念，耶和華有恩惠、有憐憫。/ He has caused his wonders
to be remembered; the LORD is gracious and compassionate.
啟：他賜糧食給敬畏他的人，他必永遠記念他的約。/ He provides food for those
who fear him; he remembers his covenant forever.
齊：他向百姓顯出大能的作為、把外邦的地賜給他們為業。 / He has shown his
people the power of his works, giving them the lands of other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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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