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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黃庠
凱及侯立軍/丁怡夫婦與我們一起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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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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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今年主題：「點燃靈火之年」；本月份題綱：「年度主題」；二月份題綱：
「建殿
(Form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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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講座，預定自(2/9)起每週六下午三時，在吳長老宅，為期十週，有心受造就
者，請向美雲傳道報名。
4. 教會財務急需資產統計，請使用教會設備的同工儘快申報資產表給惠玲執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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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她的體力恢復代禱。關懷：為吳佩蓉
姐妹產後身體康復代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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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楊
惠琳姐妹將回台探親(1/29~2/28) ，請為她們的家人蒙恩迫切代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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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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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禱告題目:
1) 家庭福音化、地區福音化、世界福音化的一切條件，都已在自己的條件裏：察
驗：我的恩賜、職業、聯絡網，如何蒙主使用？我的裝備、生活、事奉，與教
會肢體(正在朝世界福音化事工努力者)之間，聯絡的程度如何？我的生命、事
奉裝備的程度達到那裏？
2) 將來，我和我的家庭、教會、後代如何蒙主使用？(參考大綱二的小題五)，得
著屬於我和我的家庭、我的後裔的異象、異夢、禱告內容…
3) 今年，主向我們教會所顯示「主要禱告題目」與我的裝備、事奉的關係如何？
先診斷：目前，我對所參與事工的忠心度如何？在「與肢體聯絡的合式」上，
是否需多加強？今年，個人裝備的標竿，應該定在那裏？在教會的那一項事工
上，我須加強之處？

啟：但聖靈降臨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力，並要在耶路撒冷、猶太全地、
和撒瑪利亞、直到地極、作我的見證。/ But you will receive power when the
Holy Spirit comes on you; and you will be my witnesses in Jerusalem, and in all
Judea and Samaria, and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應：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 / He said to them, "Go into
all the world and preach the good news to all creation."
啟：你要將有眼而瞎、有耳而聾的民都帶出來。因為我是耶和華你的

神、是
以色列的聖者你的救主，我已經使埃及作你的贖價、使古實和西巴代替你。
/ Lead out those who have eyes but are blind, who have ears but are deaf. For I
am the LORD, your God, the Holy One of Israel, your Savior; I give Egypt for
your ransom, Cush and Seba in your stead.

應：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我必領你的後裔從東方來、又從西方招聚你。/
Do not be afraid, for I am with you; I will bring your children from the east and
gather you from the west.
啟：我要對北方說、交出來，對南方說、不要拘留，將我的眾子從遠方帶來、

將我的眾女從地極領回、 / I will say to the north, 'Give them up!' and to the
south, 'Do not hold them back.' Bring my sons from afar and my daughters from
the ends of the earth-齊：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是我所作成、所造作
的。/ everyone who is called by my name, whom I created for my glory, whom I
formed and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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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