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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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曹麗

人與我們一起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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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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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師將於二月廿五至廿八日，前往芝加哥門徒培訓，請禱告記念。 
4. 為本教會及新、馬兩地生命堂在本月推動的連鎖禱告網事工，並個人參與的守

望時段，切切代禱。 
5. 財務組已備妥年度奉獻收據，需要用來申報所得稅者，請向惠玲執事索取；去

年教會財務報告已出爐，每家可索取一份，請洽惠玲執事，若有疑問請直接與

財務組接洽。 

6. 肢體關懷/健康代禱：師母尊翁張泓伯伯、李媽媽(長老母親)已返家療養；蕭玉

梅執事將於(2/20)接受手術；李文軒伯伯、梅伯母、曉東/新霞執事親友、閻媽

媽在未來的七週內接受放射線治療、楊平、張煒、京萍父親張伯伯等肢體的康

復；龐紅宇弟兄恢復過程；楊惠琳妊娠期間身體之調適。 

7. 回國/外出肢體：Sophia(11/08-5/09)前往韓國/新馬探訪；江阿姨(12/08-4/09)暫居

New Hampshire；劉明及兒子劉洋、孫東姊妹、熱風(2/25-3/20)、金石(2/15-3/3)
返國探親；毅君(2/25-3/12) 前往香港、中國；湯媽媽(開智母親) 2/15 回國，洪

惠姊妹返國定居，請為他們能尋著屬靈家庭及繼續蒙恩得救代禱；舊金山灣區

王維亞姊妹(2/15-17)、達拉維爾沈川/楊柳夫婦等使命者來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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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0 138 $3,199.00 $380.00 $150.00 - $5.15 $3,734.15 

事奉同工： 

週日 招待 禱告 兒童主日學 茶點服務 

今日 玉梅/寶燕 之祈執事 美雲/麗璇/秉瑋/寶燕/志波/純慧 秀玲/秀瓊 

下週 玉梅/寶燕 梁剛執事 Linda/浩瀾/惠琳/果果/梅玉/新霞 秀玲/秀瓊/純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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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麗璇/柔桑 馬達/李勤 

吳長老娘 李長老/志峰 待定 下週 姮如/玉梅 何偉/Li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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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9 年 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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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耶穌基督是我一切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120》古舊十架 會眾
禱告  之祈執事
經文 林前(1 Cor.)1:18-31 牧師

講道 

『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 
“The Foolishness of God Is Wiser Than Man's 

Wisdom” 
《哥林多前書之三》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347》背十架跟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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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父神藉
十字架為我成就、向我顯明的是那些？十字架帶給我生命、生活有何實際功效？
我對神、對己、對世界、對永遠的認識，與神、與己、與人的關係，心腸、目
標、內容、方法，都已通過十字架重新整理過麽？ 

2) 因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神賜給我三方面的「真智慧」：
① 我與你同在；  ② 我愛你； ③ 我賜福與你！我時常享受這真智慧所帶來的福
份？一切知識體系，是在這「真智慧」的基礎上發展？我時常用「以弱制强」
的方法來生活？有那些美好的見證？是否完美地享受基督的尊貴和富有？凡事
用感恩、知足的心接受，享受主的宏恩麽？ 

3)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神…「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當我聽十字架
福音而信時，之後每當思想十字架時，清楚聖靈如何在我心裏動工嗎？是否全
然靠聖靈傳福音？如何靠聖靈「禱告、得信息、豫備見證、接觸、分享、分辨
時間表」？ 

啟應經文 
腓(Phil,) 2:5-11, 3:7-11, 4:4-7 

啟：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 神的形象，不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
強奪的； / Your attitude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at of Christ Jesus: Who, being in very nature God, 
did not consider equality with God something to be grasped, 

應：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
存心順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but made himself nothing, taking the very nature 
of a servant, being made in human likeness. And being found in appearance as a man, he humbled 
himself and became obedient to death-- even death on a cross! 

啟：所以 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切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不屈膝， / Therefore God exalted him to the 
highest place and gave him the name that is above every name, that at the name of Jesus every knee 
should bow, in heaven and on earth and under the earth, 

應：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 神。 / and every tongue confess that Jesus Christ 
is Lord, to the glory of God the Father. 

啟：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 But whatever was 
to my profit I now consider loss for the sake of Christ. 

應：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
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What is more, I consider everything 
a loss compared to the surpassing greatness of knowing Christ Jesus my Lord, for whose sake I have 
lost all things. I consider them rubbish, that I may gain Christ 

啟：并且得以在他裏面，不是有自己因律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
是因信 神而來的義，/ and be found in him, not having a righteousness of my own that comes 
from the law, but that which is through faith in Christ--the righteousness that comes from God and is 
by faith. 

應：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并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裏復活。 / I want to know Christ and the power of his resurrection and the 
fellowship of sharing in his sufferings, becoming like him in his death, and so, somehow, to attain to 
the resurrection from the dead. 

啟：你們要靠主常常喜樂。我再說，你們要喜樂。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
主已經近了。 /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I will say it again: Rejoice! Let your gentleness be 
evident to all. The Lord is near. 

齊：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 Do not be 
anxious about anything, but in everything, by prayer and petition, with thanksgiving, present your 
requests to God. And the peace of God, which transcends all understanding, will guard your hearts and 
your minds in Christ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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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