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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神賜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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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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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會更新網站，網址為：www.spring4life.com; www.spring4life.net 或
www.spring4life.org，請弟兄姐妹多上網瀏覽，並提供修改意見給負責的永乾
執事，同時儘量告知親朋好友教會網址，同得福音的好處。
3. 牧師將於明日動身前往東南亞宣教，(11/29-12/4)於馬來西亞；(12/4-12/8)於新
加坡；(12/8-12/15)轉往韓國探父病，祈求聖靈動工，感動李伯伯歸主，請弟兄
姐妹記念、迫切代禱；牧師外出期間，一切聚會照常進行，主日信息分別由雷
長老(12/2)及吳長老(12/9)主講，請代禱。

www.spring4life.net．info@spring4life.org

4. 主日學關懷代禱：家有孩童上主日學的家長們，請多利用教師所填的表格，以
便了解孩童們學習狀況，為之祝福；下一季主日學教材已裝訂妥善，請老師們
儘速領取。
5. 小組動態：吳長老娘返台探親期間(11/27-1/10)，Fairfax 小組週五聚會與 Falls
Church 小組合併舉行，請兩小組弟兄姐妹按時參加。
6. 感恩節聚會報導：上週五，維州(在吳長老家)、馬州(在李長老家)，分別舉行
佰樂(Pot-luck)聚餐，弟兄姐妹歡喜快樂、數算主恩、慶祝佳節。

靠祂
聯絡得合式

7. 肢體關懷代禱；健康：牧師尊翁李丙求伯伯、李文軒伯伯、貝第一伯伯、梅伯
母、黃倩姊妹母親、閻曉東執事父母、晁莉姐妹母親車禍、張威國、鄭志波、
蕭玉梅執事等肢體的康復；胡學美執事暫停化療，請為她的體力恢復及後續的
醫療方案代禱。
8. 回國/外出肢體：雷長老夫婦將於今天自科羅拉多回華府；吳長老娘(11/27-1/10)
將返台探親；李泉弟兄(11/29-12/28) 將回國，請為其家人蒙恩代禱。

叫身體
漸漸增長

9. 宣教關懷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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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生(周靜宜、陳莉君)。

以弗所書4:16

上週出席與奉獻：(成人/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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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

8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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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特別奉獻 宣教奉獻 兒童奉獻
$2,836.00

$430.00

$1020.00

-

$4.41

總 計
$4,290.41

事奉同工：

主日崇拜: Rockvill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Sanctuary; 2-4pm
(112 West Montgomery Ave., Rockville, MD 20850)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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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禱告題目:
1) 每一個聖徒享受「復活生命、能力」的程度都有不同層次：耶穌基督的復
活，與我的生命有何關係？目前，我能享受「復活能力」的程度如何？在我所
擁有的條件、關係、現場、事件裏，回復了「基督復活所帶來的意義」的程度
如何?
2) 「生命信息的掌握和思想系統的建立」的情況如何，能享受復活能力的程度
也是如何：我有否已經掌握而建立了「遇神/認神→與主交通→與主同行」的系
統？我是飢渴慕義研讀「神的話」的人麼？我「多認識神的話」，與我享受
「基督復活的大能」之間，有何關係？
3) 要靠著聖靈，隨時要享受基督復活的大能：我是否可以說明：當我依靠聖靈
時，在我的心靈裏聖靈如何動工，帶給我如何的能力和得勝？我是否已明白了
「定時禱告→隨時禱告→集中禱告→隨時禱告」的奧秘？診斷：今天你整天的
生活中，「智慧、喜樂」與「糊塗、憂愁」的比例是多少…

啟應經文
約 11:25-26；路 9:22；徒 1:3；路 20:38；林前 15:20,57
啟：耶穌對他說、復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了、也必復活。
/ Jesus said to her,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He who believes in me
will live, even though he dies;
應：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麼。/ and whoever lives and
believes in me will never die. Do you believe this?"
啟：又說、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老、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殺、第
三日復活。/ And he said, "The Son of Man must suffer many things and be
rejected by the elders, chief priests and teachers of the law, and he must be killed
and on the third day be raised to life."
應：他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
們顯現、講說 神國的事。/ After his suffering, he showed himself to these
men and gave many convincing proofs that he was alive. He appeared to them
over a period of forty days and spoke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
啟： 神原不是死人的 神、乃是活人的 神。因為在他那裡、人都是活的。
/ He is not the God of the dead, but of the living, for to him all are alive.
齊：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感謝 神、使我們藉
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But Christ has indeed been raised from the dead,
the firstfruits of those who have fallen asleep. But thanks be to God! He gives
us the victory through our Lord Jesus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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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