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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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梅雪

嬌、梅叔叔/阿姨、李國榮及步壽莊與我們一起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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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份題綱：「建造聖殿，領受靈火」；三月份題

綱：「聖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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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六下午三時將開始今年度第

一期教師培訓講座，地點在吳長老宅，為期十週，有心受造就者，請洽美雲傳

道；由於停車位有限，請儘量共乘車輛(Carpool)。 
4. 教會財務急需統計資產，凡使用教會器材設施的同工們，請儘快向惠玲執事申

報。 
5. 主日學教師會議：謹訂於 2/24(週日)下午一時，在青少年班課室舉行，歡迎所

有主日學教師參與，如有任何建議，請在 2/15 前 email 給秉瑋執事或姮如執事；

會中將發放下一季的部份教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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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癌症指數稍高，請代禱。關懷：為吳

佩蓉姐妹產後身體康復代禱。 
7. 回國 /外出肢體：新 霞 執 事 返 國 兩 個 月 (~3/13) ； 楊 惠 琳 姐 妹 回 台 探 親

(1/29~2/28) ，請為她們的家人蒙恩迫切代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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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2 118/12 $3,637.00 $250.00 $550.00 - $14.14 $4,451.14

事奉同工： 
 招待 禱告 兒童主日學 司琴 茶點服務 

今日 晁莉/麗璇 李長老 偉東/麗璇/黃倩/秀玲 金海敏 香萍/秀玲/李勤

下週 晁莉/麗璇 笑娟執事 李勤/秀瓊/陳倩/姮如 金海敏 香萍/秀玲/李勤

 禱告會兒童 週二禱告 週二兒童 週三禱告 週三兒童 週六禱告 週六兒童

本週 秉瑋 存慈長老娘 吳長老娘 周牧師 永乾 吳長老 待定 

下週 金石 梅華姐妹 之祈 李長老 學群/開智 李長老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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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8 年 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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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祈願*  領會
唱詩 《12》你真偉大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413》主活著 會眾
禱告  李長老

經文 
創 12:1-3, 出 3:1-12, 書 1:1-9,  

徒 1: 1-11, 2:37-47 牧師

講道 
『重整「真實的信仰體系」』 

《「建造聖殿，領受靈火」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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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禱  會眾
 
 

本週禱告題目: 

1) 聖經將真實信仰體系的典型模式，藉著以色列和使徒教會的例子向我們顯明
了：目前，我與主同行的日子，是在這種真實信仰體系裏進行麼？向著永遠？
靠著上頭來的能力？與肢體聯絡得合式，為完成四大福音化同心禱告、同心配
搭、一同邁進？有何明確證據？  

2) 最基要的因素，就是「悔改、受洗、受聖靈、門徒相聚」：我的信仰體系，是
建立在這四個基礎上面麼？用「四個基要因素」的精義，檢討我的生命、 生活
的系統，以多得實際的堅固。 

3) 必有證據跟著來：我的信心經過「火煉的試驗」麼？能勝過其考驗麼？思想：
經過考驗後，得了何等的益處？    

 

啟應經文 

詩 23:1-6  

啟：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不至缺乏。/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be in want. 

應：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 He makes me lie down 
in green pastures, he leads me beside quiet waters, 

啟：他使我的靈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路。 / he restores my soul. He 
guides me in paths of righteousness for his name's sake. 

應：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

竿、都安慰我。/ Even though I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I will fear no evil, for you are with me; your rod and your staff, they 
comfort me. 

啟：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了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 You prepare a table before me in the presence of my enemies. You anoint my 
head with oil; my cup overflows. 

齊：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 Surely goodness and love wi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and I will 
dwell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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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