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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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楊清

濤、李小芳、趙頗、嚴繼麟與我們一起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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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善題醒：有關使用教會電郵址 spring4life@yahoogroups，發送個人電郵之事，

請弟兄姊妹自我約束，以免影響教會形象。 

3. 歲末送舊迎新特別聚會：年夜(12/31)晚七時半至十時卅分在教會舉行，請弟兄

姐妹為此聚會禱告；本週二及週三之聚會暫停一次。 

4. 「點燃靈火之年」即近尾聲，願弟兄姐妹皆自信息中，大大蒙恩、靈命得著造

就；明年主題為「挖掘活泉之年」，請弟兄姐妹為牧師的領受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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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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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及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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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紅宇弟兄回復過程及支持。 

6. 回國/外出肢體：Sophia(11/24-2009)前往韓國/新馬探訪；江阿姨(12/08-4/09)將
住 New Hampshire；劉明(10/21)返國探親；曉東父母閻伯媽來美加入屬靈大家

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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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間 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特別奉獻 宣教奉獻 兒童奉獻 總  計 

104/41 暫停 $4,142.00 $250.00 $1,700.00 $8,630.00 $5.13 $14,7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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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雷長老 美雲/浩瀾/秀瓊/果果/梅玉/新霞 秀玲/秀瓊/陳倩

下週 待定 美雲傳道 Brian /天敏/梅華/學群/黃倩/秀玲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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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長老/陳倩 浩瀾 本週 - - 

吳長老娘 待定 待定 下週 之祈/天敏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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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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  末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8 年 1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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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祈願*  領會
唱詩 《160》主愛在心燃起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獻詩  青少年團契
禱告  雷長老

經文 

太(Matt.)28:18-20, 可(Mark)16:15-20, 
路(Luke)24:44-49, 約(John)21:15-19, 

徒(Acts)1:8 
牧師

講道 
『已得了甚麼, 將要得甚麼？』 

“What Have We Possessed?  
What Shall We Possess?”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368》向高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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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禱  會眾
 

本週禱告題目: 

1) 從聖經和歷史中，尋見神的所願：試察看：神賜給亞伯拉罕、摩西、大衛的應
許是甚麼？神藉着他們一生成就何事？神永遠的應許「四大福音化」，是今日我
活在地上的終極目標麼？我時常以此終極目標，察驗神在凡事上的美意麼？ 

2) 從我所擁有的條件裏，尋見神賜給我的終身異象：我是否已在 21 世紀的基督
裏、在神所賜的條件裏，得著「從天而來的終身異象」？再次確認：對「① 自
己 ② 配偶、兒女 ③教會(小組、團契) ④ 福音事工(地區、世界) ⑤ 事業 ⑥ 家族(父
母、兄弟) ⑦ 親友(聯絡網) 」的終身異象!     

3) 2008 年已經得著甚麼，明年 2009 年將要得甚麼？是否已經掌握「終身異象得
成就的時間表」？回顧而感恩：在 2008 整年所蒙受的應允有那些？特別察驗得
著突破的項目(七個現場)！本週，在禱告中得着 2009「挖掘活泉之年」禱告題
目(七個現場)，並將之帶到週三「送舊迎新聚會」裏，與肢體們同心禱告，彼
此祝福，一同蒙受父神的喜悅和所賜的應允！ 

啟應經文 
創(Gen.)1:27-28, 9:1-2, 12:1-3, 撒下(2 Sam.)7:16, 28, 29 

啟：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女。 / So God created man in his 
own image, in the image of God he created him; male and female he created them. 

應：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
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 God blessed them and said to them, 'Be 
fruitful and increase in number; fill the earth and subdue it. Rule over the fish of the sea and 
the birds of the air and over every living creature that moves on the ground.' 

啟：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說:“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了地。 / Then God blessed 
Noah and his sons, saying to them, 'Be fruitful and increase in number and fill the earth. 

應：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裏一切
的魚，都交付你們的手。 / The fear and dread of you will fall upon all the beasts of the 
earth and all the birds of the air, upon every creature that moves along the ground, and upon 
all the fish of the sea; they are given into your hands. 

啟：耶和華對亞伯蘭說:“你要離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 The Lord 
had said to Abram, 'Leave your country, your people and your father's household and go to 
the land I will show you. 

應：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 'I will make 
you into a great nation and I will bless you; I will make your name great, and you will be a 
blessing. 

啟：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 I will bless those who bless you, and whoever curses you I will curse; and all peoples on 
earth will be blessed through you.' 

應：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立。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Your house 
and your kingdom will endure forever before me ; your throne will be established forever. 

啟：“主耶和華啊!惟有你是 神，你的話是真實的，你也應許將這福氣賜給僕人。 / O 
Sovereign Lord , you are God! Your words are trustworthy, and you have promised these 
good things to your servant. 

齊：現在求你賜福與僕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華啊!這是你所應許的，愿
你永遠賜福與僕人的家。” / Now be pleased to bless the house of your servant, that it 
may continue forever in your sight; for you, O Sovereign Lord , have spoken, and with 
your blessing the house of your servant will be bl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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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