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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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周宇

英、顧安麗等與我們一起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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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於二月廿五至廿八日的芝加哥門徒培訓圓滿結束，參加者均蒙

恩領受、再次得力，已於昨日下午四時許安返，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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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關懷/健康代禱：師母尊翁張泓伯伯、李媽媽(長老母親)療養期間；蕭玉梅

執事手術恢復過程；李文軒伯伯、梅伯母、曉東/新霞執事親友、閻媽媽已連續

三週之七週放射線治療行程，求神賜下更多體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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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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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安抵中國，曹

洪惠姊妹返國定居，李鋼研/大嫂及王博將於(3/3,3/4)返回中國、英國，請為他

們能尋著屬靈家庭及繼續蒙恩得救代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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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特別 兒童 建堂(累計/上週) 總  計 
95/39 104 $3,359.00 $320.00 $25.00 $5.7 $15,030.00/0.00 $3,709.70

事奉同工： 

週日 招待 禱告 兒童主日學 茶點服務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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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 學群/麗璇 美雲傳道 淑貞/秀琼/丽璇/姮如/艷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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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理 本週 李師母/梅華 待定 

吳長老娘 李長老/志峰 梁剛 下週 雷長老/吳長老娘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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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9 年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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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奇異的愛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161》求聖靈充滿 會眾
禱告  李長老
經文 林前(1 Cor.)2:1-16 牧師

講道 

『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 
“The spiritual man makes judgments  

about all things.” 
《哥林多前書之五》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470》活着為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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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
牧師

默禱 
 

本週禱告題目: 

1)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我能否分辨神的智慧和世界的智慧
呢？是否明白「唯有從神而來的智慧， 才能叫我得生命、能力、祝福」的意思？ 
可向人解釋嗎？ 我的思想(價值觀)、能力(來源和依靠)、生活方式， 是否都建
立在「神藉十字架向我顯明的智慧」上？  

2)從神來的靈， 叫我們能知道神開恩賜給我們的事： 神「藉十字架向我顯明的智
慧」，是否應用於我一切條件，成為「每日生活裏所享受的智慧」？在凡事上(個
人、家庭、工作、事奉)，神藉聖靈開恩賜給我的內容嗎？ 

3) 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 卻沒有人能看透他： 我靈眼越來越能看透萬事嗎？ 當
我看人生命時，能否分辨那人的屬靈光景？是否有能力能按主美意為人代禱，
也按聖靈的帶領，來祝福、輔導、醫治、堅固、培養人呢？能否明白每個人的
時間表而溫和地教導、等候人？ 

 

啟應經文 
約(John) 3:5-6, 4:24, 6:55-56, 63, 7:38, 14:16-17, 26 

 
啟：耶穌說、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若不是從水和聖靈生的、就不能進 神的

國。/Jesus said in answer, Truly, I say to you, If a man's birth is not from water and from 
the Spirit, it is not possible for him to go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應：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
用心靈和誠實拜他。/That which has birth from the flesh is flesh, and that which has 
birth from the Spirit is spirit，God is Spirit: then let his worshippers give him worship in 
the true way of the spirit， 

啟：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
我也常在他裏面。/My flesh is true food and my blood is true drink，He who takes my 
flesh for food and my blood for drink is in me and I in him， 

應：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The spirit is the life giver; the flesh is of no value: the words which I have said to you 
are spirit and they are life， 

啟：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說、從他腹中要流出活水的江河來。/He who has faith in 
me, out of his body, as the Writings have said, will come rivers of living water， 

應：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And I will 
make prayer to the Father and he will give you another Helper to be with you for ever,  

啟：就是真理的聖靈、乃世人不能接受的，因爲不見他、也不認識他，你們却認
識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面。/Even the Spirit of true knowledge， 
That Spirit the world is not able to take to its heart because it sees him not and has no 
knowledge of him: but you have knowledge of him, because he is ever with you and will 
be in you， 

 
齊：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

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But the Helper, the Holy Spirit, whom 
the Father will send in my name, will be your teacher in all things and will put you in 
mind of everything I have sai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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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