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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韓兵
男及李堅與我們一起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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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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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教會的連鎖禱告網事工，負責連絡的吳長老娘，並個人參與的守望時段，切
切代禱。
3. 最近有某些弟兄姊妹，隨意濫用教會電郵址 spring4life@yahoogroups，散發與
教會、信仰無關的郵件，此舉影響教會形象，請弟兄姊妹改以個人電郵址發送
此類文件，教會已澄清並聲明絕不支持此類郵件的立場。

www.spring4life.com．info@spring4life.org

4. 今年第二期教師培訓講座，將於本週六在李長老家，結束為期十週之課程；向
隅者請期待明年之聚會。
5. 牧長同工宣教行程預告:牧師將於(11/24) 前往中國宣教、堅固門徒，李長老及
梁剛執事隨行；牧師另將往新馬培訓門徒，並回韓國探親，請弟兄姐妹迫切代
禱。並為此期間，釋放講台信息之講員代禱。
6. 兒童主日學通告：為配合衛理教會將樓下衛理廳，租借給另一團體使用，兒童
主日學老師、學童請先至二樓 13 號教室聚集，唱詩禱告後重新分配上課地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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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秉瑋執事公公、胡學美執事及胞妹、蕭玉梅執事、楊平、
張瑋、張威國、京萍父親張伯伯等肢體的康復；龐紅宇弟兄化療過程及支持。
8. 回國/外出肢體：王媽媽已平安返美；師母將於(11/17) 前往韓國探親；張阿姨
(10/30)前往堪薩斯州；金玉琴(10/11)前往 New Jersey；劉明(10/21)返國探親；
曉東將接父母來美(11/13-19) ；鄭志波哥哥志平來美，請為他蒙恩得救代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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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出席與奉獻：(成人/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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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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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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聽見主的聲音？』
“How Do We Listen to Lord’s Voice”

《374》更像我恩主

牧師
會眾
雷長老
牧師
會眾
牧師
會眾

詩(Psalm)19:1-10, 14
啟：諸天述說 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
那夜傳出知識。 / The heavens declare the glory of God; the skies proclaim the
work of his hands. Day after day they pour forth speech; night after night they
display knowledge.
應：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他的量帶通遍天下，他的言語傳到地極。 神
在其間為太陽安設帳幕。/ There is no speech or language where their voice is
not heard. Their voice goes out into all the earth, their words to the ends of the
world. In the heavens he has pitched a tent for the sun,
啟：太陽如同新郎出洞房，又如勇士歡然奔路。它從天這邊出來，繞到天那邊，
沒有一物被隱藏不得它的熱氣。/ which is like a bridegroom coming forth from
his pavilion, like a champion rejoicing to run his course. It rises at one end of the
heavens and makes its circuit to the other; nothing is hidden from its heat.
應：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
The law of the Lord is perfect, reviving the soul. The statutes of the Lord are
trustworthy, making wise the simple.
啟：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令清潔，能明亮人的眼目；
/ The precepts of the Lord are right, giving joy to the heart. The commands of the
Lord are radiant, giving light to the eyes.

本週禱告題目:

應：耶和華的道理潔凈，存到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 /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pure, enduring forever. The ordinances of the Lord are sure and
altogether righteous.
啟：都比金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金可羨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
甘甜。 / They are more precious than gold, than much pure gold; they are sweeter
than honey, than honey from the comb.

1) 神在二十四小時、凡事上正向我們說話：是否有「聖經的話語」成為「神活生
生的聲音」的經歷？是否時常聽見神的話？神的話是有生命的，所以使人重生、
與神交通，也在凡事上看見祂的作為，我是否已藉神的話建立生命、生活系統？

齊：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裡的意念，在你面
前蒙悅納。/ May the words of my mouth and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be
pleasing in your sight, O Lord , my Rock and my Redeemer.

《536》三一頌

2) 心裏識別主的聲音，並反復確認：與主交通時，我能聽見主的聲音到何程度？
主如何向我顯現？如何告訴我祂的美意？如何因着信心而得所求？如何知道我
的罪已得赦免？有主必垂聽代禱的確據？如何看見天使的得勝，黑暗勢力已被
挪開？在心靈實驗室裏，更正確、更清楚確認後，與小組肢體彼此分享…
3) 跟從主的日子越久，就越清楚主的聲音：我的靈耳能掌握主的聲音，是否越正
確、實際、日常？目前我確認主的聲音，都是「經得起考驗」嗎？我明白過去
主如何帶領我，現在正作何事，將來要成就何事？我在「凡事上認定父神的美
意」
，心裏有確據，而剛强壯膽嗎？有否察驗過：如此作事和「靠自己的智慧作
事」，有何不同的過程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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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