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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傅晶、
王莉華及 Park Seung 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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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兩月主日聚會場所，暫借洛城華人路德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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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青少年及幼小班
聚會地點仍照舊，中班及小班兒童主日學，改在教會地下室廚房兩側房間聚會；
教會後院的遊戲設施，只准許小班及幼小班兒童使用，中班以上禁止使用，請
家長合作並遵重教會之規定；繼續為臨時場所之安排、調動及此期間諸多需聯
絡合宜之事項代禱，並求主賜福路德會及劉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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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牧師芝加哥門徒培訓大大蒙恩，昨晚安抵華府，感謝主。
4. 長執同工年會預定於八月二日下午三時在吳長老家舉行，請現任長執及關心教
會事工的弟兄姐妹預留時間、帶來禱告題目及對教會的建議，準時赴會。八月
九日將舉辦主日學教學講習會與老師們交通聯絡年會，詳情請見電郵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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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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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平、張威國等肢體的康復；龐紅宇弟兄接受胃癌開刀手術之後續康復過程，以
及家人在紐約之暫時居所，極需弟兄姐妹代禱及支持；張阿姨媳婦錢鈞姐妹已
於週三(16 日)順利產下女兒王晨曦，母女均安，謝謝弟兄姐妹的代禱。
6. 回國/外出肢體：張阿姨回新疆半年，堅固家人及當地信徒；冬梅姊妹近日返北
京照料病重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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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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週刊右頁)

《12》你真偉大
(見週刊右頁)

《209》主耶穌救罪人
徒 26:16-23, 羅 1:6, 11, 16, 20, 3:10, 21-24, 5:1-5,
8, 6:5, 14, 7:6, 8:1-2, 15-17, 26-28, 31-39, 9:10-18,
10:13-15, 12:1-2, 16:25-27

『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如何享受天國」之四》
《202》凡願意者可來

《536》三一頌

之祈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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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
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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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2:1-4, 6-7, 43:5-7, 19
啟：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裡所喜悅的、我已將我的靈賜給他、他必
將公理傳給外邦。/ "Here is my servant, whom I uphold, my chosen one in whom I
delight; I will put my Spirit on him and he will bring justice to the nations.
應：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 He will not shout or cry out, or raise
his voice in the streets.
啟：壓傷的蘆葦、他不折斷，將殘的燈火、他不吹滅，他憑真實將公理傳開。/ A bruised
reed he will not break, and a smoldering wick he will not snuff out. In faithfulness he will
bring forth justice;

牧師

應：他不灰心、也不喪膽、直到他在地上設立公理，海島都等候他的訓誨。/ he will not
falter or be discouraged till he establishes justice on earth. In his law the islands will put
their hope."

牧師

啟：我耶和華憑公義召你、必攙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眾民的中保、作外邦人的光。
/ "I, the LORD, have called you in righteousness; I will take hold of your hand. I will keep
you and will make you to be a covenant for the people and a light for the Gentiles,

會眾

應：開瞎子的眼、領被囚的出牢獄、領坐黑暗的出監牢。/ to open eyes that are blind, to free
captives from prison and to release from the dungeon those who sit in dar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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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禱告題目:
1)保羅說「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我曾否聽過保羅所聽到的主的聲音, 有
曾否看過保羅所看到「從天上來的異象」? 有否找到主曾對我說過「祂在永遠
時光裏呼召我的理由」?
2)「十架福音信息」所含無限的能力: 我能否掌握「十架信息的五大重點」? 是否
我完全明白了「大綱第二/小題 2)」所講「為何十架福音信息能帶來無限的能力」?
我所信的十架福音信息, 能使我回復「凡事上與神交通`同行」嗎? 我可以用十架
福音信息來診斷」軟弱聖徒的病因何在」嗎?
3)當聖民享受「十架福音的大能」時, 時代性的福音事工興起來: 我相信「使徒行
傳」所提那時代性的福音事工, 今日在我們當中能再現嗎? 我相信「一個蒙恩人
的生命和一個蒙恩團契的聯絡網, 將能連結於全世界」嗎? 在那時代性福音事工
的興旺上, 最關鍵的事情是那些?

啟：不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我必領你的後裔從東方來、又從西方招聚你。/ Do not be
afraid, for I am with you; I will bring your children from the east and gather you from the
west.
應：我要對北方說、交出來，對南方說、不要拘留，將我的眾子從遠方帶來、將我的眾
女從地極領回。/ I will say to the north, 'Give them up!' and to the south, 'Do not hold them
back.' Bring my sons from afar and my daughters from the ends of the earth啟：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是我所作成、所造作的。
/everyone who is called by my name, whom I created for my glory, whom I formed and
made."
齊：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麼，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
開江河。/ See, I am doing a new thing! Now it springs up; do you not perceive it? I am
making a way in the desert and streams in the wast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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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