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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有施洗、聖餐禮及一年三度的宣教特別奉獻，若為 07 年報稅，奉獻日期請
寫 12/30/2007；決定受洗者有沈伯伯、林坦/陳麗娜夫婦、曹洪惠、王秀芹等五
位弟兄姐妹及盛林/孫東兒子盛雨，請為他們的靈命成長代禱。

www.spring4life.com．info@spring4life.org

4. 新年崇拜後一起新年聚餐(教會預備)，用餐中有同樂節目，歡迎弟兄姐妹踴躍
參與。
5. 本教會新年度月曆已印妥，每家一份，請自行取用；本週門訓聚會暫停一次。
6. 今年主題：
「點燃靈火之年」設計理念：直接、有力，顯示聖靈運行及聯絡合適；
1
2 十二支手握住聖經在烈火中：同
○燃燒的烈火爲背景，直接顯示年度主題；○
心一志在神的話語(教會祭壇信息)澆灌下，造就 12 名傳講信息的講員；十二支
3 如鴿子般的聖靈居中：聖靈居中引導、
派神子民圍繞會幕 - 教會為中心生活；○
4 全圖顯明在「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
國度异象牽引下，同心合意齊向前進；○
5 使徒行傳 1:8 簡潔有力的
蓋萬民」的世代，被呼召出來作世界之光的一群；○
經文，配合圖案內容，將年度主題襯托凸顯。
7. 肢體關懷代禱；健康：牧師尊翁李丙求伯伯、李文軒伯伯、梅伯母、黃倩姊妹
母親、閻曉東執事父母、晁莉姐妹母親車禍、張威國等肢體的康復；繼續代禱：
蕭玉梅執事腳踝扭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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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回國/外出肢體：吳長老娘(11/27-1/10)平安返台探親、見證及傳福音；李金旭姐
妹赴北大進修半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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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每月主題：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新年主題信息
建殿(Format)
聖靈
趕鬼
天國
中國東南亞宣教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在愛中聯絡合適
異象牽引的人生
禱告
傳福音
門徒
中國東南亞宣教

主日崇拜: Rockvill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Sanctuary; 2-4pm
(112 West Montgomery Ave., Rockville, MD 20850)
聯絡電話:

(703) 319-1470 李牧師

(703) 574-4440 雷長老

(703) 356-5073 吳長老

(202) 459-9073 李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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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禱告題目:
1)在年初，主賜給我們「聯絡增長之年」的特別主題信息，叫我們努力「與神、
與過去、與現今的七個現場、與未來」聯絡得合式而發展:今年，我生命 Format
的情況如何?在我與主之間的關係、交通、同行上有何進展?確認:主正在我的生
命、家庭、教會、宣教事工裏，如何成就「四大福音化」的應許?今年有何發
展?
2)在過去一年的日子裏，神藉著「祭壇信息、聖靈的感動」或「家人、肢體、親
友的勸告」或「所遇見的事情」
，來繼續反覆地告訴了我「須更新之處」: 我是
否明白了?我願更新麼?該如何更新呢?
3)主將必成全「按主的美意所豫備的禱告題目」! 還未迎接 2008「點燃靈火之年」
前， 已否豫備「明年要蒙應允的禱告題目」? ①個人(靈魂體、知識、生活上的
發展)②夫婦③兒女④事業⑤教會肢體生活、裝備、事奉⑥骨肉的重生和蒙恩
⑦如何參與宣教(代禱、奉獻、交流、傳講)

啟應經文
詩 90:1-4, 10, 12, 14-17
啟：主阿、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
亙古到永遠、你是 神。/Lord, you have been our dwelling place throughout all
generations. Before the mountains were born or you brought forth the earth and the
world,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you are God.
應：你使人歸於塵土、說、你們世人要歸回。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
如夜間的一更。/ You turn men back to dust, saying, "Return to dust, O sons of
men." For a thousand years in your sight are like a day that has just gone by, or like
a watch in the night.
啟：我們一生的年日是七十歲，若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不過是
勞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便如飛而去。/ The length of our days is seventy years
or eighty, if we have the strength; yet their span is but trouble and sorrow, for they
quickly pass, and we fly away.
應：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求你使我們早
早飽得你的慈愛、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Teach us to number our days
aright, that we may gain a heart of wisdom. Satisfy us in the morning with your
unfailing love, that we may sing for joy and be glad all our days.
啟：求你照著你使我們受苦的日子、和我們遭難的年歲、叫我們喜樂。願你的作
為向你僕人顯現，願你的榮耀向他們子孫顯明。/ Make us glad for as many days
as you have afflicted us, for as many years as we have seen trouble. May your deeds
be shown to your servants, your splendor to their children.
齊：願主我們 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我們手所
作的工、願你堅立。/ May the favor of the Lord our God rest upon us; establish the
work of our hands for us yes, establish the work of our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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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