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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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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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年復活節（4/12）將有施洗、聖餐禮及一年三度的宣教特別奉獻，請弟兄姐

妹預備心、禱告、參與，本週六(4/11)將有受洗班，請代禱。 

3. 囍訊：吳長老夫婦的長公子培恩將於本週六(4/11)在德州與陳宏競/袁台美夫婦

的長女漢明舉行婚禮，求神祝福這對新人建立蒙恩的家庭。 

4. 馬里蘭婦女會星期四 (4/9) 11:30am 春假期間舉行福音餐會，請馬里蘭姐妹們禱

告邀請福音朋友參與；春假期間週間同工培訓聚會照常舉行。 

5. 每年一度的暑期退修會將於 6/18-6/22(週四晚至週日中午)舉行，請弟兄姐妹預

留該日程，也請各小組為此聚會代禱並積極推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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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週之七週放射線治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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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娜待產身體代禱。 

7. 回國/外出肢體：Sophia(11/08-5/3)前往韓國/新馬探訪；江阿姨(12/08-4/09)暫居

New Hampshire；段翰林阿姨(3/31-4/30) 已安抵中國，張/龔老師已於(4/2)至加州

並返中國，請為他們蒙恩的行程代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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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姐妹)、瀋陽基督

生命堂(張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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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建堂(累計/上週) 兒童 總  計 
97/46 111 $2,836 $320 $350 $300 16,325/25 $6.70 $3,8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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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長老 羅傳道/天敏/梅華/学群/黃倩/秀玲  香平/露雅 

下週 學群/麗璇 羅傳道 淑貞/王琼/秀琼/姮如/志波/純慧 香平/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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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瀾 本週 - 李勤/永乾 

吳長老娘 吳長老/志峰 繼理 下週 羅傳道/師母 金石/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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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9 年 4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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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讚美救主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120》古舊十架 會眾
禱告  吳長老
經文 林前(1 Cor.) 4:6-21 牧師

講道 

『神的國不在乎言語, 乃在乎權能』 
“For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a matter of 

talk but of power.” 
《哥林多前書之十》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467》救主犧牲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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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意你們果真作王，叫我們也得與你們一同作王：我是否已掌握在基督裏與
主一同作王的秘訣？在任何矛盾、苦難、問題裏，仍能因榮神益人建國而平安、
喜樂、感謝嗎？  

2)因我在基督耶穌裡用福音生了你們， 所以我求你們效法我： 我能區別「師傅」
和「為父的」的差異嗎？ 我生命是否在基督裏， 藉「為父的」重生、成聖？ 我
生命能成為「為父的」，帶領人得新生命、教導人活出基督嗎？  

3)因為神的國不在乎言語， 乃在乎權能： 我是否在每天生活裏看重「靠權柄思考、
決定、講話、行事」的重要性？ 我已經清楚認識並能享受「在基督裏的先知權、
祭司權、君王權」嗎？ 是否真明白： 每當靠基督權柄思考、講話、行事的時候， 
在我心靈裏、靈界裏、生活現場裏發生的事情？ 

 

啟應經文 
腓(Philippians)2:1-11 

啟：所以在基督裡若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聖靈有甚麼交通、心中有甚

麼慈悲憐憫、/ If you have any encouragement from being united with Christ, if any 
comfort from his love, if any fellowship with the Spirit, if any tenderness and 
compassion, 

應：你們就是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
可以滿足。/ then make my joy complete by being like-minded, having the same 
love, being one in spirit and purpose. 

啟：凡事不可結黨、不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Do nothing out of selfish ambition or vain conceit, but in humility consider others 
better than yourselves. 

應：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Each of you should look not only to 
your own interests, but also to the interests of others. 

啟：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Your attitude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at of Christ 
Jesus: 

應：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奪的．/ Who, being in very nature 
God, did not consider equality with God something to be grasped, 

啟：反倒虛己、取了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but made himself nothing, taking 
the very nature of a servant, being made in human likeness. 

應：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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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Therefore God exalted 
him to the highest place and gave him the name that is above every name, 

應：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that at the 
name of Jesus every knee should bow, in heaven and on earth and under the earth, 

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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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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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