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報告、代禱：
2/24/2008

2001 年 4 月 15 日（復活節）設立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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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劉志
梅及陳毅君與我們一起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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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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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之教師培訓講座，因
牧師外出，暫停一次；下週六(3/8)恢復上課。
4. 牧師將於二月廿七至三月一日，前往芝加哥真光堂門徒培訓；金玉琴姊妹(2/23)
前往中國宣教四個月，請禱告記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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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莉姊妹母親車禍、張威國等肢體的康復；胡學美執
事暫停化療，近日癌症指數稍高，請代禱。關懷：金玉琴姊妹、李金哲弟兄自
New Jersey 遷來華府。
6. 回國/外出肢體：王盛勇/吳佩蓉全家已於上週返台，求主賜下合適的屬靈之家；
新霞執事返國兩個月(~3/13)；楊主恩/楊惠琳回台探親(~2/28)；之祈/姮如一家回
台探親(2/27~3/12)；惠珠姊妹回台(3/6~3/18)；金石/志波一家將於(3/12)返國探
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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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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週刊右頁)

《252》恩雨大降
(見週刊右頁)

《160》主愛在心燃起
出 40:34-38, 結 37:1-10 , 約 3:3-8, 6:63,
徒 1:4-8
『領受靈火，運轉聖殿』
《「建造聖殿，領受靈火」之四》

《399》我時刻需要你

《536》三一頌

徒 2:17, 林前 2:9-10, 弗 3:20, 林前 3:16, 帖前 5:19, 加 5:16-17,22-23

證道：李徹 牧師

啟： 神說、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靈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女要說
豫言，你們的少年人要見異象，老年人要作異夢。/ 'In the last days, God say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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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pour out my Spirit on all people. Your sons and daughters will prophesy, your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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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 will see visions, your old men will dream dreams.

應：如經上所記、
『 神為愛他的人所豫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However, as it is written: "No eye has seen, no ear has heard,
no mind has conceived what God has prepared for those who love him".
啟：只有

神藉著聖靈向我們顯明了，因為聖靈參透萬事、就是 神深奧的事
也參透了。 / but God has revealed it to us by his Spirit. The Spirit searches all things,
even the deep things of God.

應： 神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的。/ Now to him who is able to do immeasurably more than all we ask or imagine,
according to his power that is at work within us,
啟：豈不知你們是 神的殿、 神的靈住在你們裡頭麼？不要銷滅聖靈的感動。
/ Don't you know that you yourselves are God's temple and that God's Spirit lives in you?
Do not put out the Spirit's fire;

應：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 So I say, live by the Spirit,
and you will not gratify the desires of the sinful nature.
啟：因為情慾和聖靈相爭、聖靈和情慾相爭，這兩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不能

作所願意作的。 / For the sinful nature desires what is contrary to the Spirit, and the
本週禱告題目:
1) 聖靈作工，凡事都順利、亨通：在我生命、生活裏，是否有這經歷？當我倚靠
聖靈時，是否看到身旁的人也同樣受聖靈的影響？日常生活裏，在那些事上，
我較容易倚靠聖靈？在何事上，經常忘記倚靠聖靈？
2) 聖靈時常運行在整個宇宙裏，也按自己的計劃主動地作工，只要一個蒙恩人的
心靈條件符合，祂就馬上在那人的心靈和環境作工：參考(大綱第二)的五個條
件，確認我的心靈符合那五條件嗎？時常看見聖靈動工嗎？是否需要多補充一
點？
3) 聖靈的一切奧秘，就在於蒙恩重生之人的心靈裏：我是否已認知：何謂聖靈的
感動、能力、作工、果子？在我心靈裏，都確認過嗎？藉我心靈的變化，我越
來越明白：神向我顯明「祂的旨意、滿足、安慰、責備、膏抹」？ 其程度如何？
繼續發展嗎？

Spirit what is contrary to the sinful nature. They are in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so that you
do not do what you want.

齊：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
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But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s love, joy, peace,
patience, kindness, goodness, faithfulness, gentleness and self-control. Against such things
there is no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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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