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報告、代禱：
4/6/2008

2001 年 4 月 15 日（復活節）設立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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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朱維
亞及王英與我們一起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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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列題綱：
「如何順着聖靈而行」
；下系列題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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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龔瑪麗姐妹自匹茲堡來訪，求神賜福她的腳步及服事。
4. 教堂整修空調系統，封閉三樓教室。主日學老師、學童請先至圖書室聚集，唱
詩禱告後分配上課地點，整修工程將持續數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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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石與丫丫已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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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長老(4/7~18) 將前往西維州受訓；開智(4/7)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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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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Rockvill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Sanctuary; 2-4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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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週刊右頁)

《160》主愛在心燃起
(見週刊右頁)

《281》信心使我得勝
太 12:28-29,
撒上 16:7, 13-14, 23, 17:10-11, 16, 26-54,
撒下 6:14-7:17,
弗 1:15-23, 3:15-21, 5:15-21, 6:10-19

『何時聖靈的權能會彰顯出來?』
《「如何順着聖靈而行」之五》

《259》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536》三一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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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你們向上舉目、看誰創造這萬象、按數目領出、他一一稱其名．因他的權
能、又因他的大能大力、連一個都不缺。/ Lift your eyes and look to the heavens:
Who created all these? He who brings out the starry host one by one, and calls
them each by name. Because of his great power and mighty strength, not one of
them is missing.
應：雅各阿、你為何說、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以色列阿、你為何言、我的
冤屈 神並不查問。/ Why do you say, O Jacob, and complain, O Israel, "My way
is hidden from the LORD; my cause is disregarded by my God"?

牧師

啟：你豈不曾知道麼、你豈不曾聽見麼、永在的

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

並不疲乏、也不困倦．他的智慧無法測度。/ Do you not know? Have you not
牧師

heard? The LORD is the everlasting God, the Creator of the ends of the earth. He
will not grow tired or weary, and his understanding no one can fat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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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 He gives strength to the weary and
increases the power of the weak.
啟：就是少年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 Even youths grow tired and
weary, and young men stumble and fall;
齊：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

本週禱告題目:

倦、行走卻不疲乏。 / but those who hope in the LORD will renew their strength.

1) 大衛一出現，整個戰況完全反轉：我能分辨在我心靈裏時常出現「光明的國度」
和「黑暗的國度」的不同？有否經歷過：當我靠聖靈，生命裏的問題和矛盾全
然被挪開，心靈得平安，天國降臨到我所在的地方？通常，當我遇到困難時，
或黑雲遮蓋家庭或我所在的環境中，我生命的自然反應是如何？靠肉體(人為)
或靠聖靈來面對問題，會帶來如何不同的結果？

They will soar on wings like eagles; they will run and not grow weary, they will

2) 屬靈人大衛、保羅所掌握享受從天而來能力的秘訣：聖靈時常膏抹大衛生命，
有「七樣」重要的理由。在我生命裏，也能發現那七樣條件麼？保羅所提到聖
靈大能大力的工作，都可在我蒙恩的心靈裏，實際地確認經歷，試試看是否有
明確的果效。
3) 不但自己一切問題都能解決，也能幫助別人，成全大事：從我重生到如今，在
我個人生命裏看見如何「得醫治」？在我所在的地方(家庭、教會、工地)，能
看見天國降臨？我的生命成為別人的祝福麼？我在教會的時代性生命運動裏，
得著何種異象，已經得著怎樣的基業和冠冕？

walk and not be f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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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