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報告、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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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田冬
青及 Vidak Radon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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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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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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長宣教行程預告:牧師即將於明日啟程前往中國及東南亞宣教三週、堅固門
徒；李長老隨行一週；請弟兄姐妹迫切代禱。並為此期間，釋放講台信息的三
位長老們代禱。
4. 上週發生於四川省之強烈震災，造成慘重傷亡與損失，但願聖徒們懷悲天憫人
之心，祈求父神以救恩代替受難家屬的哀慟，叫眾多生命的犧牲不致落空，以
期帶來中國福音事工的復興；有心為賑災捐獻者，請閱牧長們發出的電郵。

www.spring4life.net．info@spring4life.org

5. 本年度退修會預告:六月十九至廿二日(週四至週日)，McDaniel College，主題信
息為「靠聖靈趕鬼，享受天國」
；請預留你的行程及時間，報名表已以電郵發出，
有關事務，請洽惠玲或銀梅執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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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師腰傷、胡學美執事、蕭玉梅執事、張阿姨、江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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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回國/外出肢體：開智執事一家已於(5/15)返國探親並參與短宣；張阿姨將於(5/21)
啟程回新疆半年，堅固家人及當地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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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金山灣區(朱維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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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基督生命堂(張
慶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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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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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應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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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60:1-5, 19-22

主後 2008 年 5 月 18 日

領會：李徹 牧師

證道：李徹 牧師

啟：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來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 Arise, shine, for your light
has come,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rises upon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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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週刊右頁)

《391》主，我願像你
(見週刊右頁)

《471》許願歌
創 17:1-18, 徒 2:41-47, 11:1-19,
19:8-21, 26:16-23, 羅 1:8-12
『黑暗勢力被打破的時刻』
《「如何趕鬼」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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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三一頌

之祈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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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他的榮耀要現在你
身上。/ See, darkness covers the earth and thick darkness is over the peoples, but the LORD rises
upon you and his glory appears over you.

啟：萬國要來就你的光、君王要來就你發現的光輝。/ Nations will come to your light, and kings
to the brightness of your dawn.

應：你舉目向四方觀看，眾人都聚集來到你這裡。你的眾子從遠方而來、你的眾女也被
懷抱而來。/ Lift up your eyes and look about you: All assemble and come to you; your sons come
from afar, and your daughters are carried on the arm.

啟：那時你看見就有光榮、你心又跳動、又寬暢。因為大海豐盛的貨物必轉來歸你、列

牧師

國的財寶、也必來歸你。/ Then you will look and be radiant, your heart will throb and swell with
joy; the wealth on the seas will be brought to you, to you the riches of the nations will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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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禱告題目:

應：日頭不再作你白晝的光、月亮也不再發光照耀你。耶和華卻要作你永遠的光、你 神
要為你的榮耀。/ The sun will no more be your light by day, nor will the brightness of the moon
shine on you, for the LORD will be your everlasting light, and your God will be your glory.

啟：你的日頭不再下落、你的月亮也不退縮。因為耶和華必作你永遠的光、你悲哀的日
子也完畢了。/ Your sun will never set again, and your moon will wane no more; the LORD will be
your everlasting light, and your days of sorrow will end.

齊：你的居民都成為義人、永遠得地為業、是我種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榮耀。
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國必成為強盛。我耶和華要按定期速成這事。/ Then will

1) 當一個人與神立約，為自己的家族和後代開始禱告的時候，一個家族裏的黑暗

all your people be righteous and they will possess the land forever. They are the shoot I have planted,

權勢被打破：我是否有確據：神永遠的恩典已經臨到我身上，也必繼續在我世

the work of my hands, for the display of my splendor. The least of you will become a thousand, the

世代代的後裔裏？有何根據？為我骨肉(父母兄弟)，我正在禱告什麼？為我的

smallest a mighty nation. I am the LORD; in its time I will do this swiftly.

配偶和兒女禱告什麼？看見如何的果效？
2) 當一群回復以馬內利證據的基督徒興起來，建立基督教會的時候，地區和時代

的黑暗權勢被打破：在我生命裏，是否有《徒1-2章》成就的證據？為了要成為「耶

使徒信經

路撒冷《徒2：41-47》、安提阿《11：19-30》」教會，我們教會應該多在那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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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更新？藉著教會生活，我和我家得了那些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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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經過一段屬靈爭戰後，會逐漸看見成全：過去蒙恩的日子裏，我所經歷過的爭
戰是那些？我已經掌握了凡事上得勝的秘訣麼？我是否看到了「主在我一生裏
要成就的異象」？我正與主同行麼？有何系統和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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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