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報告、代禱：
4/13/2008

2001 年 4 月 15 日（復活節）設立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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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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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列題綱：「趕鬼」；下系列題綱：
「天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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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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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pring4life.net．info@spring4life.or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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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玉梅執事、金海敏、楊平、張威國等肢
體的康復，請代禱。
5. 回國/外出肢體：志波與壯壯將於(4/15)返美，請為金石/志波的家人蒙恩迫切代
禱；吳長老(4/7~18) 前往西維州受訓；江阿姨(4/21~5/3) 將前往希臘；張阿姨(4/24)
將回新疆半年，堅固家人及當地信徒，本週六(19)下午五點將在吳長老家歡送
張阿姨，請弟兄姐妹踴躍参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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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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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West Montgomery Ave., Rockville, MD 2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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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李徹 牧師

(見週刊右頁)

《416》耶穌基督是我一切
(見週刊右頁)

《342》我心靈得安寧
創 3:15, 啟 12:1-12, 約 10:10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如何趕鬼」之一》

《347》背十架跟隨主

《536》三一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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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耶和華對我主說、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The LORD
says to my Lord: "Sit at my right hand until I make your enemies a footstool for
your feet."
應：耶和華必使你從錫安伸出能力的杖來，你要在你仇敵中掌權。/ The LORD
will extend your mighty scepter from Zion; you will rule in the midst of your
enemies.
啟：當你掌權的日子、你的民要以聖潔的妝飾為衣、甘心犧牲自己，你的民多
如清晨的甘露。/ Your troops will be willing on your day of battle. Arrayed in

牧師

holy majesty, from the womb of the dawn you will receive the dew of your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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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耶和華起了誓、決不後悔、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本週禱告題目:
1) 凡屬基督的聖民，都當接受「神聖的使命」，也要參與「美好的屬靈爭戰」：
今日，神在我一生裏，為我和我的後裔(屬靈後裔)所安排的使命是甚麼？現在
來到什麼地步？我每天的爭戰在那？那爭戰是為了基督身體成長(為教會，補滿
基督患難的缺欠)麼？
2) 每個聖民不可逃避「使命」和「爭戰」，也不可與魔鬼(肉體、世界)妥協，逃
避和妥協非但不能使我得「平安」，反要面對更厲害的攻擊(就如歌利亞對以色
列、亞述王對希西家王)，聖經教導我們說，「務要抵當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
們逃跑了」《雅4:7》：於此奧秘上我有何經歷？(在小組聚會裏，彼此見證、 堅
固)。
3) 聖民的爭戰是為確保已經永遠得勝而打仗，其得勝的秘訣就在於「倚靠基督」：
我對死亡、疾病、經濟、名譽、夫婦、兒女、人際、事奉上，已經得著了基督
絕對的答案麼？我與屬主團契的關係、恩賜的搭配、同得基業的情況如何？思
想：藉基督的團契，我所得著的恩典是那些？

The LORD has sworn and will not change his mind: "You are a priest forever, in
the order of Melchizedek."
啟：在你右邊的主、當他發怒的日子、必打傷列王。/ The Lord is at your right hand;
he will crush kings on the day of his wrath.
齊：他要在列邦中刑罰惡人、屍首就遍滿各處，他要在許多國中打破仇敵的頭。
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頭來。 / He will judge the nations, heaping up
the dead and crushing the rulers of the whole earth. He will drink from a brook
beside the way; therefore he will lift up his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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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