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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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王維

亞、沈川/楊柳、馮惠/楊佩蓓、呂乃聖等與我們一起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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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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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通告：下一季主日學教材已印妥，請老師們於崇拜後領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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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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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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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執事己於(2/20)接受手術，一切順利，感謝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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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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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宣教地區關懷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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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9 120 $3,372.00 $320.00 $100.00 5,030.00 $8.14 $8,8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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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梁剛執事 Linda/浩瀾/惠琳/果果/梅玉/新霞 秀玲/秀瓊/純慧

下週 學群/麗璇 李長老 美雲/王瓊/梅華/學群/黃倩/秀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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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長老/志峰 天敏 本週 姮如/玉梅 何偉/Linda 

吳長老娘 吳長老/志峰 繼理 下週 待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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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9 年 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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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恩雨大降 會眾
禱告  梁剛執事
經文 林前(1 Cor.)2:1-5 牧師

講道 

『只知道耶穌基督, 並他釘十字架』 
“To know nothing except Jesus Christ and 

him crucified.” 
《哥林多前書之四》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419》自耶穌來住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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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被釘十字架」: 
是否我已明白「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是整個人類歷史、整本聖經的主題，也是
我終身要學習、享受、傳揚的」?   

2) 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聖靈和大能的明證: 當我的心

靈明白神透過十字架向我顯明「父子關係、無限慈愛、豐盛豫備、聖潔公義、
絕對得勝、永遠應許」等事實的時候， 聖靈如何改變了我的心? 那時聖靈的能
力如何彰顯在我心靈裏? 十架福音和聖靈能力的彰顯， 與我生命的成聖、事奉
有何密切關係? 我享受聖靈的能力， 是越來越成為「正常、日常、時常」的嗎?  

3) 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在家庭、教會、親友中， 我所
傳的信息和見證， 是能使人看見神的慈愛、作為、引導的嗎? 能看到聖靈的能
力彰顯在聽者的生命裏嗎(使他們扎心、飢渴慕義、得安慰、得造就等..)? 

啟應經文 
羅(Roms.) 5:1-2,6:1-5,8:9-11 

 
啟：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 神相和。/ Therefore, since 

we have been justified through faith, we have peace with God through our Lord Jesus Christ, 
應：我們又藉著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 神

的榮耀。/ through whom we have gained access by faith into this grace in which we now 
stand， And we rejoice in the hope of the glory of God， 

啟：這樣、怎麼說呢，我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麼。/ What shall we say, then? 
Shall we go on sinning so that grace may increase? 

應：斷乎不可，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著呢。/ By no means! We died 
to sin; how can we live in it any longer? 

啟：不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麼。/Or don't you know 
that all of us who were baptized into Christ Jesus were baptized into his death? 

應：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
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We were therefore buried with him 
through baptism into death in order that, just as Christ was raised from the dead through the 
glory of the Father, we too may live a new life， 

啟：我們若在他死的形狀上與他聯合、也要在他復活的形狀上與他聯合，/If we 
have been united with him like this in his death, we will certainly also be united with him in 
his resurrection， 

應：如果 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裡、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基督
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You, however, are controlled not by the sinful nature but by the 
Spirit, if the Spirit of God lives in you， And if anyone does not have the Spirit of Christ, he 
does not belong to Christ， 

啟：基督若在你們心裡、身體就因罪而死、心靈卻因義而活，/But if Christ is in you, 
your body is dead because of sin, yet your spirit is alive because of righteousness， 

齊：然而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裡、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
的、也必藉著住在你們心裡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And if the 
Spirit of him who raised Jesus from the dead is living in you, he who raised Christ from the 
dead will also give life to your mortal bodies through his Spirit, who lives in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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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