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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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王麗

華與我們一起崇拜，神必賜福與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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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長宣教行程：牧師結 束中國宣教及新馬門徒 培訓，已轉往韓國探親

(12/11-12/18)，之後偕師母回美，請弟兄姐妹為牧師之行程，並今日傳講信息之

張伯笠牧師代禱。 

3. 追思禮拜：胡學美執事已於(12/11)安息主懷，追思禮拜將於下週六(12/20)下午

二時在教會舉行，願主安慰其家屬。 

4. 施洗主日：聖誕節主日(12/21)將舉行洗禮、聖餐及一年三度的宣教特別奉獻，

請弟兄姐妹預備心參與，有心接受洗禮者，請向長老報名。 

5. 聖誕夜聚餐聚會：聖誕夜(12/24) 晚七時在教會，將舉行百樂(Potluck)聚餐，一

家一菜，餐後有見證、詩歌、信息及分享，請弟兄姐妹為此聚會禱告。 

6. 肢體關懷/健康代禱：師母尊翁張泓伯伯、李媽媽(長老母親)腦瘤手術後之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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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學美執事胞妹、蕭玉梅執事、楊平、張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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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回國/外出肢體：Sophia(11/24-12/30)前往韓國/新馬探訪；李長老夫婦已自舊金

山返回華府；金玉琴姐妹受邀 Georgia 韓國教會(12/13-12/17);江阿姨(12/08-4/09)

將住 New Hampshire；劉明(10/21)、盛曉玲(11/26 三週)返國探親；曉東父母閻

伯媽來美加入屬靈大家庭；鄭志平(志波哥哥)已平安回國，請為他能尋著屬靈

家庭及繼續蒙恩得救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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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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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39 79 $3,025.00 $330.00 - - $9.82 $3,364.82 

事奉同工： 

週日 招待 禱告 兒童主日學 茶點服務 

今日 銀梅/國慶 開智執事 Brian/秀瓊/麗璇/姮如/艷麗/雪嬌 秀玲/秀瓊/熱風 

下週 銀梅/國慶 李長老 周立/天敏/秉瑋/寶燕/志波/純慧 秀玲/秀瓊/陳倩 

司琴 翻譯(崇拜/禱告會) 禱告會兒童 週間 週二禱告/兒童 週三禱告/兒童 

吳長老娘 吳長老/志峰 梁剛 本週 美雲/麗璇 永乾/曉東 

吳長老娘 吳長老/志峰 繼理 下週 惠玲/Brian 銀梅/秉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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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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8 年 12 月 14 日 

領會：李長老 證道：張伯笠牧師 
   

敬拜與讚美  之祈執事 

使徒信經*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宣告、祈願*  領會 

唱詩 《18》的信實廣大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470》活著為耶穌 會眾 

禱告  開智執事 

經文 彼得前書(1 Peter)2:9 張牧師 

講道 『我們是屬 神的子民』 

“We Are People Belonging to God” 
張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317》耶穌領我 會眾 

消息、報告、代禱  領會 

感恩禱告*  領會 

頌榮* 《536》三一頌 會眾 

祝禱*  張牧師 

默禱  會眾 

 

 

 

  

 

啟應經文 

詩(Psalm) 8 

啟：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將你的榮耀彰顯于天。 / O Lord , 

our Lord, how majestic is your name in all the earth! You have set your glory 

above the heavens. 

應：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

閉口無言。 / From the lips of children and infants you have ordained praise 

because of your enemies, to silence the foe and the avenger. 

啟：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

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 / When I consider your heavens, the work of 

your fingers, the moon and the stars, which you have set in place, what is man that 

you are mindful of him, the son of man that you care for him? 

應：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 You made him a little lower 

than the heavenly beings and crowned him with glory and honor. 

啟：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

海裏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 You made him ruler over the 

works of your hands; you put everything under his feet: all flocks and herds, and 

the beasts of the field, the birds of the air, and the fish of the sea, all that swim the 

paths of the seas, 

齊：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 O Lord , our Lord, how majestic is 

your name in all th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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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