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報告、代禱：
3/23/2008

2001 年 4 月 15 日（復活節）設立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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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郭媛
與我們一起崇拜，神必賜福與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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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主題：
「點燃靈火之年」
；本月份題綱：
「如何順着聖靈而行」
；四月份題綱：
「趕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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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pring4life.net．info@spring4life.org

3. 今日復活節接受洗禮之弟兄姊妹：周梅生/盧艷宏夫婦、彭國慶姐妹(梅媽媽)；
堅信禮：David(楊平兒子)；祝福禮：Terri(周梅生/盧艷宏女兒) ，願主賜福；典
禮後將有一年三度宣教特別奉獻，請預備心按各人感動參與。
4. 今日兒童主日學課後，小朋友們將有餘興活動。主日學老師，若需要購買手工
材料，請儘速與學群執事接洽。
5. 今年學童春假馬州(3/23~29)，週三(3/26)門訓聚會暫停一次，維州恢復週間聚
會；週五及週六聚會照常。
6. 王東琦姐妹偕同父母、夫婿、孩子自新澤西州來本會拜訪；加州王維亞姐妹將
於明天來本會拜訪一週，求神祝福她們的行程。
7. 肢體關懷代禱；健康：牧師尊翁李丙求伯伯、師母尊翁張泓伯伯、李文軒伯伯、
梅伯母、黃倩姊妹母親、閻曉東執事父母、牧師及秉瑋執事腰傷、胡學美執事、
張威國等肢體的康復，請代禱。
8. 回國/外出肢體：金石/志波一家已於(3/12)返國探親，請為她們的家人蒙恩迫切
代禱。
9. 宣教關懷代禱：金玉琴姊妹前往中國宣教四個月、雷長老娘(4/7~6/16)將前往台
灣中國宣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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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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 He is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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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禱告題目:
1) 主基督在我生命裏復活：在我生命裏，是否能看見已經與基督同死同復活的證
據？我是否掌握了：基督復活的能力，隨時在我生命裏彰顯出來的秘訣？在我
生命、思想、言語、作為上，恢復基督榮耀的形像有多少？
2) 主基督在基督團契裏復活：主基督今日在我們的「生命堂」教會裏，仍然復活
麼？我的肢體們，在生命中經歷基督的復活麼？我知道每一個肢體們在基督裏
的所願和禱告題目麼？我相信：肢體們一同相聚，一同學習基督，彼此代禱，
彼此見證主，主將必成就時代性的大事麼？目前，我與整個團契之間，聯絡搭
配的情況如何？是否需多加強？
3) 主基督在21世紀華人世界裏復活：我是否清楚看見：主在21世紀華人的大計
劃？在21世紀華人教會(大陸、海外華人)蒙主重用前，主會如何更新、堅固她？
在復興華人福音事工上，神如何使用我們生命堂？如何使用我？

林前 15:20-22,35,39-48

啟：但基督已經從死裡復活、成為睡了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來、死人復活
也是因一人而來。/ But Christ has indeed been raised from the dead, the firstfruits of those
who have fallen asleep. For since death came through a man,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comes also through a man.

應：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或有人問、死人怎樣復活，
帶著甚麼身體來呢。/ For as in Adam all die, so in Christ all will be made alive. But
someone may ask, "How are the dead raised? With what kind of body will they come?"

啟：凡肉體各有不同，人是一樣、獸又是一樣、鳥又是一樣、魚又是一樣。 / All flesh is
not the same: Men have one kind of flesh, animals have another, birds another and fish
another.

應：有天上的形體、也有地上的形體，但天上形體的榮光是一樣、地上形體的榮光又是
一樣。/ There are also heavenly bodies and there are earthly bodies; but the splendor of the
heavenly bodies is one kind, and the splendor of the earthly bodies is another.

啟：日有日的榮光、月有月的榮光、星有星的榮光，這星和那星的榮光、也有分別。 / The
sun has one kind of splendor, the moon another and the stars another; and star differs from
star in splendor.

應：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 / So will it be with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The body that is sown is perishable, it is raised imperishable;

啟：所種的是羞辱的、復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復活的是強壯的。/ it is sown
in dishonor, it is raised in glory; it is sown in weakness, it is raised in power;

應：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是靈性的身體，若有血氣的身體、也必有靈性的身體。
/ it is sown a natural body, it is raised a spiritual body. If there is a natural body, there is also
a spiritual body.

啟：經上也是這樣記著說、『首先的人亞當、成了有靈的活人。』末後的亞當、成了叫
人活的靈。但屬靈的不在先、屬血氣的在先，以後纔有屬靈的。 / So it is written: "The
first man Adam became a living being"; the last Adam, a life-giving spirit. The spiritual did
not come first, but the natural, and after that the spiritual.

齊：頭一個人是出於地、乃屬土，第二個人是出於天。那屬土的怎樣、凡屬土的也就怎
樣，屬天的怎樣、凡屬天的也就怎樣。 / The first man was of the dust of the earth, the
second man from heaven. As was the earthly man, so are those who are of the earth; and as
is the man from heaven, so also are those who are of 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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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