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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張媽
媽、張京萍及蘇玉秀與我們一起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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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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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牧師所傳講之信息禱告。九月將開始今年度第二期教師培訓講座，
預定自(9/13)起每週六下午 3:00 時舉行，為期十週，地點於李長老家；有心受
造就者，請為此講座及牧師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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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為今年執事候選人 Brian/楊惠琳夫婦、林秀瓊姐妹代禱，將於九月七日按立
並同時舉行一年三度的宣教奉獻，請弟兄姐妹禱告參與。
4. 婦女會聚會：馬里蘭自本週四(9/4)起在秀玲家 12:30pm，維州下週三(9/10)起在
柔桑家 10:00am 回復聚會，歡迎他教會及慕道朋友就近參與。
5. 本堂將重新設計標誌(Logo)，公開徵求弟兄姐妹設計投稿，以表明以馬內利、
四大福音化的教會異象，簡明易懂為原則；稿件請說明設計理念，九月底截稿；
設計稿電郵給雷長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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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學美執事及胞妹、蕭玉梅執事、秉瑋執事大嫂、楊平、
王錫華、張威國等肢體的康復；龐紅宇弟兄化療過程及支持；宇馳耳部手術；
金玉琴姊妹眼部手術的回復過程。
7. 回國/外出肢體：張阿姨回新疆半年，堅固家人及當地信徒；惠玲(8/23~9/14)、
沈伯伯(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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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離開我們五年的姚熱風姐妹偕同夫婿張雁林弟兄自波士頓搬回華
府工作定居。
8. 宣教關懷代禱：舊金山灣區(王維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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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勝慶)、神學生(周靜宜、陳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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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自耶穌來住在我心

《536》三一頌

啟： 神阿、求你按你的慈愛憐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 Have mercy
on me, O God, according to your unfailing love; according to your great
compassion blot out my transgressions.
應：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並潔除我的罪。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我的罪
常在我面前。/ Wash away all my iniquity and cleanse me from my sin. For I
know my transgressions, and my sin is always before me.
啟：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了你、在你眼前行了這惡、以致你責備我的時候、
顯為公義，判斷我的時候、顯為清正。/ Against you, you only, have I sinned and
done what is evil in your sight, so that you are proved right when you speak and
justified when you judge.

牧師

應：我是在罪孽裡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 Surely I was sinful at
birth, sinful from the time my mother conceived me.

會眾

啟：你所喜愛的、是內裡誠實，你在我隱密處、必使我得智慧。/ Surely you desire
truth in the inner parts; you teach me wisdom in the inmost place.

《「如何享受蒙應允的禱告」之五》

回應詩歌、奉獻

詩(Psalm) 5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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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禱告題目:
1)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每當心裏湧出控告時，我通常是如
何處理？放任，或必找出被控告的原因並解決？在我每次的禱告裏，是否看重
「認罪、悔改而得潔淨、得自由」的過程？我是否明白：
「何為罪」？「認罪悔
改的結果是應當帶來如何結果」？
2) 認罪悔改的程度，必要達到身份、命運、關係、心腸、內容、方法的改變：我
有否確據：已經作過如此的認罪悔改？我生命是否永遠不被定罪？有何確據？
每次我認罪悔改的動機、內容和結果，是否都基於「蒙召而重生」的基礎上？
3) 認罪悔改的程度，必要達到「使我的心靈得自由、得喜樂」
：我是否明白：隨時
能作燔祭、素祭、平安祭、贖罪祭、贖愆祭的秘訣？我靠何證據能確信「我的
罪已得赦免，必將蒙更多慈愛和恩典」？我是否越來越多得信心、膽量、自由、
喜樂、盼望？可否與肢體們分享其奧妙所在？

應：求你用牛膝草潔淨我、我就乾淨，求你洗滌我、我就比雪更白。/ Cleanse me
with hyssop, and I will be clean; wash me, and I will be whiter than snow.
啟：求你使我得聽歡喜快樂的聲音、使你所壓傷的骨頭、可以踴躍。/ Let me hear
joy and gladness; let the bones you have crushed rejoice.
齊：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塗抹我一切的罪孽。 神阿、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
使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 Hide your face from my sins and blot out all my
iniquity. Create in me a pure heart, O God, and renew a steadfast spirit within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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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