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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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林梅

華、李紅義、李叔叔/李阿姨及 Ted Ong 與我們一起崇拜，神必賜福與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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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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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將開始今年度第一期教師培訓營，預定

週六下午三點起為期十週，欲参加者向美雲傳道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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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

吳佩蓉姐妹已於上週二(十五日)生產，母子均安，請為她的體力恢復代禱。 

5. 回國/外出肢體：李金旭姐妹赴北大進修半年；新霞執事返國兩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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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出席與奉獻：(成人/兒童)  

主日 週五 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特別奉獻 宣教奉獻 兒童奉獻 總  計 

97/39 113 $2,366.00 $210.00 - - $1.47 $2,577.47
 

事奉同工： 

 招待 禱告 兒童主日學 司琴 茶點服務 

今日 銀梅/文環 吳長老 李勤/天敏/陳倩/姮如 金海敏 張姨/曉東/秀瓊

下週 銀梅/文環 開智執事 曉東/秉瑋/黃倩/學群 金海敏 張姨/曉東/秀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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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 2008 年 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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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宣告、祈願*  領
唱詩 《133》復活得勝主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261》向萬邦傳福音 會眾
禱告  吳長老
經文 徒 19:8-20 牧師

講道 
『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就是這樣』

《新年主題信息之三》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381》基督精兵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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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默禱 

 
 

本週禱告題目: 

1)若還不是「門徒」，則不但不能祝福別人，連自己的信仰生活也不能維持：我真

正明白這句話的意思麼？雖然我還未完全，但當遇到邪靈的試探、攻擊來臨時，

能靠主得著主所賜完整的答案麼？我能分別「基督門徒與基督教徒」之間的不

同在那裏麼？ 

2) 「天天，兩年之久分享了基督」：我明白「門徒必要三年在一起」的理由麼？在

三年之中，應該要得那些福份？到目前，在我生命生活裏，能「活出基督」的

程度是如何？正在進步，或退步？ 

3)「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就是這樣」：目前，我的生命按主的道，判斷、說

話、行事的程度如何？我生命裏「主的道」能影響別人的情況如何？我為 著「我

們教會裏主的道興旺而影響這時代」正在禱告什麼？主正在使用我們教會麼？

在今年教會的特別禱告事情上，我如何加添我的力量？ 

 

啟應經文 
提後 4:1-5；2:1-7  

啟：我在 神面前、並在將來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憑著他的顯現和他的國度

囑咐你。/ In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of Christ Jesus, who will judge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and in view of his appearing and his kingdom, I give you this charge: 

應：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
警戒人、勸勉人。/ Preach the Word; be prepared in season and out of season; correct, 
rebuke and encourage--with great patience and careful instruction. 

啟：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理，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

傅。並且掩耳不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 For the time will come when men will not 
put up with sound doctrine. Instead, to suit their own desires, they will gather around them 
a great number of teachers to say what their itching ears want to hear.  They will turn their 
ears away from the truth and turn aside to myths. 

應：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苦難、作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份。/ But you, keep your head 
in all situations, endure hardship, do the work of an evangelist, discharge all the duties of 
your ministry. 

啟：我兒阿、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來。 / You then, my son, be strong in the grace 
that is in Christ Jesus. 

應：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And the 
things you have heard me say in the presence of many witnesses entrust to reliable men 
who will also be qualified to teach others. 

啟：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 / Endure hardship with us like a good soldier 
of Christ Jesus. 

應：凡在軍中當兵的、不將世務纏身、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 No one serving as a 
soldier gets involved in civilian affairs--he wants to please his commanding officer. 

啟：人若在埸上比武、非按規矩、就不能得冠冕。勞力的農夫、理當先得糧食。 / Similarly, 
if anyone competes as an athlete, he does not receive the victor's crown unless he competes 
according to the rules.  The hardworking farmer should be the first to receive a share of the 
crops. 

齊：我所說的話你要思想，因為凡事主必給你聰明。/ Reflect on what I am saying, for the 
Lord will give you insight into all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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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