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報告、代禱：
4/27/2008

2001 年 4 月 15 日（復活節）設立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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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張險
峰與我們一起崇拜，神必賜福與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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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pring4life.net．info@spring4life.org

3. 五月份兒童主日學教材已裝訂妥善，請老師們在崇拜後儘速領取。教堂整修空
調系統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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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五月十七日(週六)，教會將舉行戶外活動，詳情將在電郵及週報中陸續報導，
請為合適的氣候禱告。
5. 肢體關懷/健康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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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東/新霞執事親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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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們的家人蒙恩，請代禱。
6. 回國/外出肢體：江阿姨(4/21~5/3) 前往希臘；張阿姨延期啟程回新疆。
7. 舊金山灣區，維亞姐妹已開始小組聚會，分享生命堂信息，請代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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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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自耶稣來住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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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耶稣我來
可 9:14-29, 路 22:31-34, 太 18:15-20
『非用禱告,這一類的鬼,總不能出來』
《「如何趕鬼」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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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禱告題目:
1) 主耶穌時常對著魔鬼的「位格」，斥責牠，命令牠，趕逐牠，叫門徒們也如此

作《太10:1，雅4:7》：我也時常對著魔鬼的位格而斥責、命令、趕逐牠麼？面對「鬼
格」而斥責，和沒有面對「鬼格」而斥責，看到何不同的果效？看到人的軟弱
時，我如何面對人，同時如何面對攻擊那人的魔鬼？魔鬼對士基瓦祭司長趕鬼
的兒子說，「耶穌我認識，保羅我也知道，你們卻是誰？」《徒19:15》我認為魔
鬼如何認識我？
2) 「被鬼附而發作的人因基督的名得釋放」，和「完全順服邪靈的首領而生活的
我，因基督的名從撒但權下歸向神」的事實，是完全相同的事：我如何理解此
話？重生前後，我心靈真有如此大變化麼？可否說明「光明和黑暗、捆綁和自
由、混沌和有序」的差異麼？
3) 自重生後到「靈裏的劣根全然被拔出來」還需要一段時間(亞伯拉罕、雅各、彼
得)：認知我的「靈裏劣根」是甚麼嗎？重生後到如今，我經歷多少次「關鍵性
的變化」？在每一次轉變裏，主為我安排了何種的管教，叫我心靈哀慟，飢渴
慕義而來到施恩寶座前？
4) 在今日所引用的經文《可 9:14-29》裏的父親，因著自己兒子的問題而蒙恩；神藉
著我們親人或肢體「被鬼熬著」的事，要加倍醫治、堅固、賜福與我們：因配
偶或兒女的問題，我蒙受了何等加倍的恩典？在醫治他們的事上，神最看重的
就是我；我應該用如何的方法，叫他們早一點蒙恩得醫治？

啟應經文
詩 32:1-7, 11
啟：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Blessed is he whose transgressions
are forgiven, whose sins are covered.
應：凡心裡沒有詭詐、耶和華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Blessed is the man
whose sin the LORD does not count against him and in whose spirit is no deceit.
啟：我閉口不認罪的時候、因終日唉哼、而骨頭枯乾。/ When I kept silent, my bones
wasted away through my groaning all day long.
應：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盡、如同夏天的乾旱。/ For day
and night your hand was heavy upon me; my strength was sapped as in the heat of
summer.
啟：我向你陳明我的罪、不隱瞞我的惡，我說、我要向耶和華承認我的過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惡。/ Then I acknowledged my sin to you and did not cover up
my iniquity. I said, "I will confess my transgressions to the LORD"--and you
forgave the guilt of my sin.
應：為此、凡虔誠人、都當趁你可尋找的時候禱告你，大水泛溢的時候、必不
能到他那裡。/ Therefore let everyone who is godly pray to you while you may be
found; surely when the mighty waters rise, they will not reach him.
啟：你是我藏身之處，你必保佑我脫離苦難、以得救的樂歌、四面環繞我。/ You
are my hiding place; you will protect me from trouble and surround me with songs
of deliverance.
齊：你們義人應當靠耶和華歡喜快樂，你們心裡正直的人、都當歡呼。 / Rejoice
in the LORD and be glad, you righteous; sing, all you who are upright in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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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