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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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sy
及金哲弟兄之二位朋友與我們一起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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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公開徵求週報首頁之年度主題圖案，以能確切闡

明今年主題之繪畫或圖案，稿件請電郵dlei@mtmis.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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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長執會：本月最後週四(1/29)將召開今年度上半年的長執會，7:30pm 在吳

長老家；請長執同工以禱告的心預備參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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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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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媽媽背腰痛、

蔡秉瑋執事之先生及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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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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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惠姊妹下週返國定居，請為他們能尋著屬靈家庭及全家繼續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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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間 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特別奉獻 建堂奉獻 兒童奉獻 總  計 

104/44 91 $4,125.00 $222.00 $102.00 $2.00 $8.23 $4,4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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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雷長老 李松/天敏/王瓊/姮如/志波/雪嬌 香萍/露雅/學群

下週 晁莉/曼妮 周牧師 Brian/秉瑋/麗璇/楊平/艷麗/純慧 香萍/露雅/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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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峰 開智 本週 昌倫/美雲 志峰/李勤 

吳長老娘 吳長老/志峰 繼理 下週 天敏/吳長老 金石/秀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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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9 年 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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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會

眾
宣告、祈願* 

唱詩 《413》主活着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374》更像我恩主 會眾
禱告  雷長老

經文 

約 1:47-48, 3:10-11, 4:16-17, 29-30, 39, 
5:14, 6:56-57,  

 徒 4:12-20, 9:15-22, 16:6-7, 14-15, 
26:16-23 

牧師

講道 

『不能不說所看見所聽見的』 
“For We Cannot Help Speaking About  

What We Have Seen and Heard” 
《新年特別信息之二》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386》高舉主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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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得著「所看見、所聽見」的生命，最是蒙恩，也最有力量！：我是否時常尋
找主在我身上的慈愛、美意、作為、成就？也時常與人分享「所看見、所聽見」
的？在尋找主的作為或傳講「所看見、所聽見」的見證時，心裏有何變化？聽
到的人有何反應？能從中分辨聖靈的作為麽？ 

2) 我們都是神的作為 = 在我們的條件裏，隱藏著無限的活泉：在我生命裏，回復
基督的過程中，能分幾階段來分享麽？在生命的條件、問題、經歷裏，有否發
現主要使用的獨特計劃和使命？我能見證，凡信耶穌基督的人都能同樣經歷
麽？有否看清：主在我的家庭和教會裏，曾經成就了那些偉大的事工？主是否
顯明：將來所要成就那又大又難的事？    

3) 傳揚「所看見、所聽見」的證據時，見證帶出另一見證，無限的活水繼續湧流
出來：有否看見「世上許多困苦流離之人，都需要我的見證」？心裏有否「我
所看見、所聽見的，不能不說《徒 4：20》」主所催逼的强烈感動？是否時常發現：
主為我所豫備的生命？主如何使用我的見證？我的見證都是「有根有基」地發
展麽？ 

啟應經文 
詩 139:1-16 

啟：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認識我。我坐下，我起來，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

的意念。 / O Lord , you have searched me and you know me. You know when I sit and when I rise; 
you perceive my thoughts from afar. 

應：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 You discern my going out and my 
lying down; you are familiar with all my ways. 

啟：耶和華啊！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句不知道的。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

上。 / Before a word is on my tongue you know it completely, O Lord. You hem me in-behind and 
before; you have laid your hand upon me. 

應：這樣的知識奇妙，是我不能測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 / Such knowledge is too wonderful 
for me, too lofty for me to attain. 

啟：我往哪裏去躲避你的靈?我往哪裏逃躲避你的面? / Where can I go from your Spirit? Where 
can I flee from your presence? 

應：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裏；我若在陰間下榻，你也在那裏。 / If I go up to the heavens, you 
are there; if I make my bed in the depths, you are there. 

啟：我若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極居住；就是在那裏，你的手必引導我，你的右手也

必扶持我。 / If I rise on the wings of the dawn, if I settle on the far side of the sea, even there your 
hand will guide me, your right hand will hold me fast. 

應：我若說:“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圍的亮光必成為黑夜，”/ If I say, 'Surely the darkness 
will hide me and the light become night around me,' 

啟：黑暗也不能遮蔽我使你不見，黑夜卻如白晝發亮；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樣。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 even the darkness will not be dark to 
you; the night will shine like the day, for darkness is as light to you. For you created my inmost being; 
you knit me together in my mother's womb. 

應：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 I praise you 
because I a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your works are wonderful, I know that full well. 

啟：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聯絡；那時，我的形體並不向你隱藏。 / My frame was not 
hidden from you when I was made in the secret place. When I was woven together in the depths of the 
earth, 

齊：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
的冊上了。 / your eyes saw my unformed body. All the days ordained for me were written in your 
book before one of them came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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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