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報告、代禱：
6/29/2008

2001 年 4 月 15 日（復活節）設立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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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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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主日聚會場所，因整修空調系統，無法使用冷氣，七、八兩月(下週開始)
將暫租華人路德會作為成人及幼兒聚會之用，青少年及兩班兒童主日學在李長
老家中進行(8704 Wandering Trail Dr., Potomac, MD 20854)，聚會時間仍為下午
二時開始，請為臨時場所之安排、使用及此期間諸多需聯絡合宜之事項代禱。

www.spring4life.net．info@spring4life.org

3. 七八月臨時聚會場所：洛城華人路德會 (Chinese Lutheran Church, 12801 Falls
Road, Potomac, MD 20854；I270 五號出口往李長老家 Falls Rd.第一個紅綠燈口
左側–Falls Rd. 與 Wootton Pkwy 交口)
4. 今年主題：「點燃靈火之年」；本週開始之新系列題綱：「享受天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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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退修會「靠聖靈趕鬼，享受天國」信息，使每位參與者得著造就；求主保守各
人靈命更加蒙恩長進；信息錄影、錄音即將上網，請期待。
6. 肢體關懷/健康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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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學美執事、蕭玉梅執事、秉瑋執事婆婆、楊平、張威國
等肢體的康復；龐紅宇弟兄即將胃癌開刀，極需弟兄姐妹代禱及支持。
7. 回國/外出肢體：學群執事及女兒返國探親；張阿姨回新疆半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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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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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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週刊右頁)

《207》耶穌, 我來
(見週刊右頁)

《317》耶穌領我
創(Gen.)28:10-22, 31:3, 13, 35:1-15,
約(John)3:3, 5, 31-36
『這乃是神的殿, 也是天的門』
”This Is None Other Than The House Of God;
This Is The Gate of Heaven”
《「如何享受天國」之一》
《335》耶穌同在就是天堂

《536》三一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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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Psalm) 139:1-10, 13-17, 23-24
啟：耶和華阿、你已經鑒察我、認識我，我坐下、我起來、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
的意念。/ O LORD, you have searched me and you know me. You know when I sit and when I rise;
you perceive my thoughts from afar.

應：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華阿、我舌頭上的話、
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 You discern my going out and my lying down; you are familiar with all
my ways. Before a word is on my tongue you know it completely, O LORD.

啟：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這樣的知識奇妙、是我不能測的，至高、是我
不能及的。/ You hem me in--behind and before; you have laid your hand upon me. Such knowledge
is too wonderful for me, too lofty for me to attain.

應：我往那裡去躲避你的靈，我往那裡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裡，我若
在陰間下榻、你也在那裡。/ Where can I go from your Spirit? Where can I flee from your
presence? If I go up to the heavens, you are there; if I make my bed in the depths, you are there.

啟：我若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極居住，就是在那裡、你的手必引導我，你的右手、
也必扶持我。/ If I rise on the wings of the dawn, if I settle on the far side of the sea, even there y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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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禱告題目:
1) 人若重生，就能看見神的國：我曾經歷過「雅各在伯特利所經歷的(看見神國、
聽見神的應許、向神許願)」麼？我是否看見：當我重生時的經歷和雅各在伯特
利的經驗是完全一樣的？我在基督裏所得的，就是「雅各、亞伯拉罕」所得的
麼？我受的洗，就如「雅各、亞伯拉罕」的許願麼？
2) 那從天上來的基督，將祂所見所聞的見證出來：每天我所享受天國，能符合基
督所揭開說明的天國麼？我在地上的每日，是為了「得著永遠的天國和基業」
而進行的麼？是否有調整更新之處？
3) 那領受祂見證的，就印上印，證明神是真的：在我生命、生活裏，確認一下：
大綱3，子題2)的五樣內容；同時多思想：每天應該如何享受更豐盛的人生？在
我的時光、生命、生活、人際關係的每一個角落裏，回復天國的程度如何？

hand will guide me, your right hand will hold me fast.

應：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 For you created my inmost being; you knit me together
in my mother's womb. I praise you because I a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your works are
wonderful, I know that full well.

啟：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聯絡、那時、我的形體並不向你隱藏。我未成形的體
質、你的眼早已看見了，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度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了。/ My
frame was not hidden from you when I was made in the secret place. When I was woven together in
the depths of the earth, your eyes saw my unformed body. All the days ordained for me were written in
your book before one of them came to be.

齊： 神阿、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 神阿、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
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面有甚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 How precious to me are your thoughts, O God! How vast is the sum of them!

Search me, O God, and

know my heart; test me and know my anxious thoughts. See if there is any offensive way in me, and
lead me in the way everl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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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