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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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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pring4life.net．info@spring4life.org

3. 今年主題：「點燃靈火之年」…
請迫切為所定出的禱告題目及教會準備推行的各項事工代禱，同時求主清楚指
引個人能忠心參與的事奉崗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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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玉梅執
事腳掌骨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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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回國/外出肢體：吳長老娘台灣探親、見證及傳福音之行，圓滿歸來，已平安返
美，將在今日禱告會中見證神之大能；李金旭姐妹赴北大進修半年；李鋼研弟
兄夫婦已於上週返回中國；新霞執事十七日返國兩個月，請為她家人蒙恩迫切
代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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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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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Rockvill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Sanctuary; 2-4pm
(112 West Montgomery Ave., Rockville, MD 2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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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向希利尼人傳講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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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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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裡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
症。/ Jesus went through all the towns and villages, teaching in their synagogues,
preaching the good news of the kingdom and healing every disease and sickness.
應：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 When he saw the crowds, he had compassion on them, because they were

harassed and helpless, like sheep without a shepherd.
啟：於是對門徒說、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
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Then he said to his disciples,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but the workers are few. Ask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therefore, to send
out workers into his harvest field."
應：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Then Jesus came
to them and said, "All authority in heaven and on earth has been given to me.
啟：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靈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
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了。 /
Therefore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eaching them to obey

本週禱告題目:

everything I have commanded you. And surely I am with you always, to the very

1) 我是不是一位「通過五旬節」的聖徒？我能認得出神的「位格、感動、聲音、
香氣、能力、作為」麼？ 我已掌握了隨時「聖靈充滿」
，
「順著聖靈而行」的秘
訣？[參考「大綱 1」 小題(2)和(3)的內容]
2)「通過五旬節的聖徒」
，必能分辨「神在別人身上的作為」
：我能分辨「八福人」
和他們蒙恩的時間表麼？我心裏是否有確據：
「無論那一種人，只要能聽得懂我
所分享的信息和見證，他必能重生、成聖、得勝」？有否看見我還需要多裝備
什麼？
3) 我們生命堂就是「當代的安提阿教會」
：我在教會裏，目前擔任了什麼事工？有
否看見目前我的事工，在整個教會的運作裏「非有不可」的重要性？我正在參
與「裝備、聯絡、代禱、差派、擴張」事工的程度如何？需不需要進一步加油？
我為所帶領的羊群、兒女、後代的未來，正在禱告什麼？

end of the age."
齊：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
阿們。/ Then the disciples went out and preached everywhere, and the Lord
worked with them and confirmed his word by the signs that accompanie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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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