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報告、代禱：
3/30/2008

2001 年 4 月 15 日（復活節）設立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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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張裕
才/韓錦媚、韓梅、方雅莉、Joe Bumba 及 Diane Gr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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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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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整修空調系統，封閉三樓教室。主日學老師、學童請先至二樓聚集，唱詩
禱告後分配上課地點，整修工程將持續數週。四月份主日學教材已裝訂妥善，
請老師們在崇拜後儘速領取。
4. 王維亞姊妹自加州來訪本會，主必賜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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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瑋執事婆婆、永乾執事二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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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回國/外出肢體：金石與丫丫將於(3/31)返美，志波與壯壯仍留國內探親，請為
她們的家人蒙恩迫切代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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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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應經文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弗 1:3-5, 13-14, 17-23
主後 2008 年 3 月 30 日

領會：李徹 牧師

證道：李徹 牧師

啟：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他在基督裡、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
屬靈的福氣。/ Praise be to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has blessed us in the
heavenly realms with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 in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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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主活在我心
帖前 1:2-7, 2:13, 4:1-8, 5:1-24,
弗 4:17-5:21, 加 5:16-26
『何時會銷滅聖靈的感動？』
《「如何順着聖靈而行」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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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就如 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
潔、無有瑕疵。/ For he chose us in him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to be holy and blameless

牧師

啟：這聖靈、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 神之民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
讚。/ who is a deposit guaranteeing our inheritance until the redemption of those who are G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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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禱告題目:
1) 不理會聖靈的時候，會銷滅聖靈的感動：我是時常靠聖靈(凡事上認定聖靈、與
聖靈交通、依賴聖靈、順服聖靈)思想、判斷、說話、作事的麼？不同的時光、
場所、情況、事情裏，聖靈向我有著不同的顯明；我在此奧秘上，有何經歷？
2) 拒絕或阻擋「聖靈所要作之事」的時候，會銷滅聖靈的感動：聖靈主要的工作，
就是趕鬼、叫死人復活、得醫治、建立教會、地區、世界福音化的工作，是否
在我生命、生活裏時常經歷？在每一次的經歷中，是否清楚地看見聖靈的恩膏
加增在我身上？目前，我的生活是否正「成長在良性循環裏」？
3) 隨從暗昧幽暗之事的時候，會銷滅聖靈的感動：拜偶像、驕傲、埋怨、淫亂之
事，不單會銷滅聖靈的感動，也給邪靈惡魔留一條通道，讓牠大大降臨而擾亂，
遭遇嚴重的後果。我有何預防之秘策？當發現犯罪的時候，有何秘訣能洗淨自
己，坦然無懼來到神那施恩寶座前，從而封閉惡魔攻擊的通道？

in his sight. In love

啟： 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豫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
的名分、/ he predestined us to be adopted as his sons through Jesus Christ, in accordance with his
pleasure and will--

應：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And you also were included in Christ when you heard the
word of truth, the gospel of your salvation. Having believed, you were marked in him with a seal, the
promised Holy Spirit,

possession--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應：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
們、使你們真知道他。 / keep asking that the God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e glorious Father,
may give you the Spirit of wisdom and revelation, so that you may know him better

啟：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
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I pray also that the eyes of your heart may be enlightened
in order that you may know the hope to which he has called you, the riches of his glorious inheritance
in the saints,

應：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裡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 and his
incomparably great power for us who believe. That power is like the working of his mighty strength,
which he exerted in Christ when he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and seated him at his right hand in the
heavenly realms,

啟：遠超過一切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切有名的．不但是今
世的、連來世的也都超過了。 / far above all rule and authority, power and dominion, and
every title that can be given, not only in the present age but also in the one to come.

齊：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
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 And God placed all things under his feet and appointed him to be head
over everything for the church, which is his body, the fullness of him who fills everything in every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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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