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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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鄭志

平、胡質健及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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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的連鎖禱告網事工，負責連絡的吳長老娘，並個人參與的守望時段，切

切代禱。 
3. 最近發現某些弟兄姐妹濫用教會 spring4life@yahoogroups 郵址散發與本教會、

信仰無關的郵件，此舉影响教會形象，請弟兄姐妹改以個人電郵址發出該項文

件，教會也澄清並不支持各該郵件的立場。 
4. 本週二(11/4) 舉行大選，請按個人禱告後之感動，將票投給較符合神心意者；

為在位者代禱，以便能得著聰明睿智，行討神喜悅之事，帶領社會走出紊亂。 
5. 今年第二期教師培訓講座，每週六下午 3:00 於李長老家舉行，為期十週；請為

牧師及此聚會代禱。 
6. 分區長執同工會：一年兩度的分區長執同工會，維州已於 10/30 在吳長老家舉

行；馬州將於 11/6 7:30pm 在李長老家舉行，請長執同工們準時出席。 
7. 兒童主日學通告：為配合衛理教會將樓下衛理廳，租借給另一團體使用，兒童

主日學老師、學童請先至二樓 13 號教室聚集，唱詩禱告後重新分配上課地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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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秉瑋執事公公、胡學美執事及胞妹、蕭玉梅執事、楊平、

張瑋、張威國、京萍父親張伯伯等肢體的康復；龐紅宇弟兄化療過程及支持。 

9. 回國/外出肢體：張阿姨(10/30)前往堪薩斯州；金玉琴(10/11)前往 New Jersey；

王媽媽(9/16)返馬來西亞探親；劉明(10/21)返國探親；鄭志波哥哥志平來美，請

為他蒙恩得救代禱。 
10. 宣教關懷代禱：舊金山灣區(王維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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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勝慶)、神學生(周靜宜、陳莉君)。 

上週出席與奉獻：(成人/兒童) 
主日 週五 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特別奉獻 宣教奉獻 兒童奉獻 總  計 
89/38 127 $3,223.00 $230.00 $175.00 - $12.71 $3,640.71

事奉同工： 
週日 招待 禱告 兒童主日學 司琴 茶點服務

今日 學群/麗璇 吳長老 周立/天敏/梅華/黃倩/秀玲 吳長老娘 香萍/露雅

下週 學群/麗璇 笑娟執事 曉東/秀瓊/王瓊/學群/姮如 吳長老娘 香萍/露雅

週間 禱告會兒童 週二禱告 週二兒童 週三禱告 週三兒童 週六禱告 週六兒童

本週 梁剛 雷長老 師母 何偉 銀梅 之祈 何偉 

下週 繼理 雷長老娘 柔桑 待定 待定 永乾 香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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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8 年 11 月 2 日

領會：李徹 牧師 證道：李徹 牧師
  
敬拜與讚美  之祈執事
使徒信經* (見週刊右頁) 會

 領會
眾

宣告、祈願* 

唱詩 《387》主是我萬有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470》活著為耶穌 會眾
禱告  吳長老

經文 
弗 1:3-6, 15-23, 2:1-7, 9-22, :14-21, 
撒上 1:10-11, 17-28, 2:1-10, 18-21   牧師

講道 
『得著超過所求所想的應允』 
《「如何享受蒙應允的禱告」之十二》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368》向高處行 會眾

消息、報告、代禱  雷長老
感恩禱告*  牧師
頌榮* 《536》三一頌 會眾
祝禱*  

 
牧師
會眾默禱 

 

本週禱告題目: 

1)神為我們所豫備極豐盛的恩典: 我已經看清<弗 1:15-23, 3:14-21>所啟示神為我所豫

備豐盛的恩典麽? 那極豐盛的恩典, 在我生命和生活如何彰顯出來? 

2)當我們得著"神的所願"的時候, 那極豐盛的恩典是才顯明出來: 在我過去現在所

遭遇的問題裏, 我已得神在我身上所安排獨特的蒙召嗎? 我終身的異象和禱告, 
是已經蒙神悅納的麽? 在每次禱告裏, 我都能得着應允麽? 我明白今日我蒙應允

的時間表在那裏麽? 

3)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我已看見: 過去我的禱告已得了超過我所求所想

的應允麽? 到如今我的一生的日子所得永遠的基業和冠冕是甚麽? 在今日的禱

告中, 我能展望如何的未來?  

 

啟應經文 
賽(Isaiah)40:27-31, 41:10, 43:19 

啟：雅各啊!你為何說：「我的道路向耶和華隱藏？」以色列啊!你為何言：「我的

冤屈 神并不查問。」 / Why do you say, O Jacob, and complain, O Israel, “My 
way is hidden from the Lord ; my cause is disregarded by my God?” 

應：你豈不曾知道嗎？你豈不曾聽見嗎？永在的 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

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無法測度。/ Do you not know? Have you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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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疲乏的，他賜能力；軟弱的，他加力量；就是少年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

的也必全然跌倒。/ He gives strength to the weary and increases the power of the 
weak. Even youths grow tired and weary, and young men stumble and fall; 

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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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倦，行走卻不疲乏。 / but those who hope in the Lord will renew their strength. 
They will soar on wings like eagles; they will run and not grow weary, they will 
walk and not be faint. 

啟：你不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不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 神。我必堅固

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 So do not fear, for I am with 
you; do not be dismayed, for I am your God. I will strengthen you and help you; I 
will uphold you with my righteous right hand. 

齊：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我必在曠野開道路，

在沙漠開江河。/ See, I am doing a new thing! Now it springs up; do you not 
perceive it? I am making a way in the desert and streams in the wast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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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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