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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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李歡、

李叔叔、李嬸嬸及莊友雯與我們一起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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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路五號出口左轉過 I-270 第一個紅綠燈

口左側 – Falls Road 與 Wootton Pkwy 交口)；教會後院的遊戲設施，小班及幼小

班專用，中班以上禁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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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今年主題：「點燃靈火之年」；本系列題綱：「如何享受蒙應允的禱告」，預定十

二講，請為牧師傳講之講台信息禱告。九月將開始今年度第二期教師培訓講座，

預定自(9/13)起每週六舉行，為期十週，地點於李長老家，詳情將陸續報導；有

心受造就者，請為此講座及牧師代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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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學美執事及胞妹、蕭玉梅執事、秉瑋執事大嫂、楊平、

張威國等肢體的康復；龐紅宇弟兄化療過程及支持。喜訊：恭賀傅晶、李歡昨

日畢業獲博士學位。 

5. 回國/外出肢體：張阿姨回新疆半年，堅固家人及當地信徒；張冬梅返國探視父

親；王文環返日本三週；江阿姨於(8/11~30)前往 New Hampshire 探訪當地信徒

並處理房宅之事；徐敏偕夫婿已於(8/11~14)探訪母會；歡迎吉隆坡詠薇母親及

家人本週來探訪本會；學美一家(8/13~20)下佛州；惠玲將於(8/23~9/14)返台探

親；柔桑(8/24~9/8)前往比利時；開智母親及岳母將於(9/4)連袂來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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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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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9 88 $2,408.00 $190.00 - - $4.47 $2,602.47

事奉同工： 
 招待 禱告 兒童主日學 司琴 茶點服務 

今日 晁莉/何偉 周立牧師 曉東/李松/寶燕/學群 吳長老娘 香萍/露雅/曉東

下週 晁莉/何偉 美雲傳道 金石/麗璇/志波/秀玲 吳長老娘 香萍/露雅/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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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祈 梁剛 麗璇 永乾 曉東 

下週 開智 之祈 玉梅 銀梅 李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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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8 年 8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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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榮耀歸於真神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52》天父必看顧你 會眾
禱告  周立牧師

經文 
詩(Psalm)100:1-5, 103:1-22, 弗(Eph.)1:3-23, 

西(Col.)2:6, 3:12-17, 帖前(1 Thes.)5:16-18 牧師

講道 

『當稱謝進入他的門, 當讚美進入他的院』
“Enter his gates with thanksgiving and his 

courts with praise” 
《「如何享受蒙應允的禱告」之三》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400》跟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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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默禱 

 

本週禱告題目: 

1) 在感恩的氣氛裏與神交通，必會看見神蹟異能：當與神交通時，在我內心的屬
靈氣氛如何？(冷淡？内疚？哀慟？埋怨？感謝讚美？) 是否經歷過：當稱謝進
入神的門，與神交通時，聖靈在我心靈裏非常活潑的作工，使我進入另一世界，
蒙受豐盛的應允？決斷：我一生的禱告，都必先得着感恩的心之後，才進入神
的院，與神交通！ 

2) 當我們有心察驗感恩的理由時，無限感恩的理由就向我們顯明了：今日所擁有
的一切都是從「愛我的父神那裏白白得來的恩典」。整理一下：我的一生在任何
情況裏，都能享受「感恩讚美」的絕對理由，然後銘刻於心：使那些絕對理由
成為我每次「當稱謝進入神的門」的根基！ 

3) 經過操練，就能得著「感恩的眼光、體質、習慣」：目前我生命的體質，是較傾
向於「正面的」或「負面的」？思想：為得着「感恩、讚美的眼光、體質、習
慣」，我在那一方面需要特別加强操練？ 

啟應經文 
詩(Psalm)136:1, 8-17, 21-26 

啟：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應：他造日頭管白晝、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因他的慈
愛永遠長存。/ the sun to govern the day,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the moon and stars to 
govern the night;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啟：稱謝那擊殺埃及人之長子的、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他領以色列人從他們

中間出來、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to him who struck down the firstborn of Egypt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and brought Israel out from among them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應：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稱謝那分裂紅
海的、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with a mighty hand and outstretched arm;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to him who divided the Red Sea asunder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啟：他領以色列從其中經過、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卻把法老和他的軍兵推翻

在紅海裡、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and brought Israel through the midst of it,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but swept Pharaoh and his army into the Red Sea;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應：稱謝那引導自己的民行走曠野的、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稱謝那擊殺大君
王的、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to him who led his people through the desert,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who struck down great kings,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啟：他將他們的地賜他的百姓為業、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就是賜他的僕人以

色列為業、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他顧念我們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愛

永遠長存。/ and gave their land as an inheritance,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an 
inheritance to his servant Israel;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to the One who remembered us 
in our low estate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齊：他救拔我們脫離敵人、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他賜糧食給凡有血氣的、因
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你們要稱謝天上的 神、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 and freed 
us from our enemies,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and who gives food to every creature.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Give thanks to the God of heaven.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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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