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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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王友

雲、陳慶生、張玉婷、陳佩珍及田國樑與我們一起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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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年主題為「挖掘活泉之年」，願主賜福弟兄姐妹，使我們生命裏隱藏的無限活

泉都得以發掘，成為家人、肢體、地區、時代的祝福，請為牧師的領受以及個

人在整體事工的參與禱告；也公開徵求年度週報主題圖案，以能確切闡明今年

主題之繪畫或圖案為主，稿件請dlei@mtmis.com給雷長老收。 

3. 繼續為教會的連鎖禱告網事工，並個人參與的守望時段，切切代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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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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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秉瑋執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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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紅宇弟兄化療過程及支持；楊惠琳妊娠期間身體之調適。 

6. 回國/外出肢體：Sophia(11/24-5/3/2009)前往韓國/新馬探訪；江阿姨(12/08-4/09)
暫移居 New Hampshire；劉明及兒子劉洋(10/21)返國探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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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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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7 - $2,905.00 $330.00  $850.00 $22.15 $4,107.15 

事奉同工： 
週日 招待 禱告 兒童主日學 茶點服務 

今日 晁莉/曼妮 李長老 美雲/惠琳/梅華/學群/黃倩/秀玲 香萍/露雅/纯慧

下週 晁莉/曼妮 美雲傳道 李松/天敏/王瓊/姮如/志波/雪嬌 香萍/露雅/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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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敏 本週 之祈/天敏 銀梅/李燕 

吳長老娘 李長老/志峰 開智 下週 昌倫/美雲 志峰/李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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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9 年 1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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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祢真偉大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416》耶穌基督是我一切 會眾
禱告  雷長老

經文 

約(John)1:14, 18, 6:35, 53-57, 7:38-39, 
徒(Acts)1:8, 1:14, 2:1-4, 37-47, 4:11-13, 31, 

5:41-42, 6:7, 7:54-56, 8:4-8, 9:1-9, 17-22, 
11:25-26, 12:23-24, 13:1-4, 18:24-28, 
19:8-11, 19-20, 28:23, 30-31,  

西(Col.)1:15-18, 2:6-7, 3:17, 
腓(Phil.)1:20, 2:5, 3:7-14, 4:13 

牧師

講道 

『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Streams of Living Water Will Flow from Within Him”

《新年特別信息之一》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259》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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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通過五旬節的基督門徒 = 擁有了無限的活泉：在我過去的日子裏，有否「因
基督受到震撼，天天集中學習基督、思考基督、在基督裏生根建造、確認奉基
督之名禱告的果效、努力活出基督」來？從那日起我的生命、生活起了何等的
變化？直到如今，在「與主的關係、交通、同行」上，越來越進展麽？ 

2) 為何必須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因基督在我裏面活著：我能否經歷：當
我的生命抓住「基督裏的身份、心腸、目標、內容、方法」時，我心靈裏無限
的活水湧流出來？我能否分辨且說明：在那種狀態裏我的心靈所得的感動、想
法、決定，與「按肉體的條件來思想」，差別何在？     

3) 當傳揚基督福音的時候，無限的活泉湧流出來：我有否確據：若一困苦流離的
人，真明白、相信「在我生命裏擁有的基督福音的信息(情報)和見證」，同樣的
神蹟異能會發生在他的生命裏？神為我所豫備的「羊群」是那類的生命？我願
意找著他們、為之禱告麽？ 

啟應經文 
結(Ezek.) 37:1-10 

啟：耶和華的靈降在我身上，耶和華藉他的靈帶我出去，將我放在平原中；這
平原遍滿骸骨。 / The hand of the LORD was upon me, and he brought me out by 
the Spirit of the LORD and set me in the middle of a valley; it was full of bones. 

應：他使我從骸骨的四圍經過，誰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極其枯乾。 / He led 
me back and forth among them, and I saw a great many bones on the floor of the 
valley, bones that were very dry. 

啟：他對我說:“人子啊!這些骸骨能復活嗎?”我說:“主耶和華啊!你是知道的。” / 
He asked me, 'Son of man, can these bones live?' I said, 'O Sovereign LORD , you 
alone know.' 

應：他又對我說:“你向這些骸骨發預言說:枯乾的骸骨啊!要聽耶和華的話。 / 
Then he said to me, 'Prophesy to these bones and say to them, 'Dry bones, hear the 
word of the LORD ! 

啟：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說:‘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了。 / 
This is what the Sovereign LORD says to these bones: I will make breath enter 
you, and you will come to life. 

應：我必給你們加上筋，使你們長肉，又將皮遮蔽你們，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
你們就要活了。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華。’” / I will attach tendons to you and 
make flesh come upon you and cover you with skin; I will put breath in you, and 
you will come to life. The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the LORD.' ' 

啟：於是我遵命說預言。正說預言的時候，不料，有響聲，有地震；骨與骨互
相聯絡。 / So I prophesied as I was commanded. And as I was prophesying, there 
was a noise, a rattling sound, and the bones came together, bone to bone. 

應：我觀看，見骸骨上有筋，也長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還沒有氣息。/ 
I looked, and tendons and flesh appeared on them and skin covered them, but 
there was no breath in them. 

啟：主對我說:“人子啊!你要發預言，向風發預言。說，主耶和華如此說:氣息啊!
要從四方而來，吹在這些被殺的人身上，使他們活了。”  / Then he said to me, 
'Prophesy to the breath; prophesy, son of man, and say to it, 'This is what the 
Sovereign LORD says: Come from the four winds, O breath, and breathe into 
these slain, that they may live.' ' 

齊：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氣息就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為極
大的軍隊。 / So I prophesied as he commanded me, and breath entered them; they 
came to life and stood up on their feet-a vast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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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