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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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陳漢

麟，駱志堅及黃乃牧與我們一起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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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善題醒：有關使用教會電郵址 spring4life@yahoogroups，發送個人電郵之事，

請弟兄姊妹自我約束，以免影響教會形象。 

3. 牧長宣教行程：牧師結束中國宣教，轉往新馬培訓門徒(12/3-12/10)，並將往韓

國探親(12/11-12/18)；雷長老(12/9 回美)，請弟兄姐妹迫切代禱。並為此期間，

傳講信息之牧者代禱：鄭慧兒牧師(12/7)及張伯笠牧師(12/14)。 

4. 施洗主日：聖誕節主日將舉行洗禮、聖餐及一年三度的宣教特別奉獻，請弟兄

姐妹預備心參與，有心接受洗禮者，請向長老報名。 

5. 肢體關懷/健康代禱：師母尊翁張泓伯伯、李媽媽(李長老母親)腦瘤手術後之療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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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金石弟兄父母住院、胡學美執事及胞妹、蕭玉梅執事、楊平、張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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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回國/外出肢體：師母於(11/17-12/18) 前往韓國探親；Sophia(11/24-12/30)前往韓

國/新馬探訪；李長老夫婦(12/5-8)前往舊金山參加「彼岸」福音特會；江阿姨

(12/11/08~4/2009 住 New Hampshire)；劉明(10/21)、王英(已於 12/3 回美)、盛曉

玲(11/26 三週)返國探親；曉東父母閻伯媽來美加入屬靈大家庭；昌倫/天敏

(12/4-11) 前往日本開會；志平（鄭志波哥哥）已平安回中國，請為他能得著合

適的屬靈家庭並繼續蒙恩得救代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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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0 93 $3,723.00 $300.00 $25.00 - $4.29 $4,052.29 

事奉同工： 
週日 招待 禱告 兒童主日學 茶點服務 
今日 銀梅/國慶 惠玲執事 淑貞/王瓊/梅華/學群/黃倩/秀玲 秀玲/秀瓊/學群 

下週 銀梅/國慶 開智執事 Brian /秀瓊/麗璇/姮如/艷麗/雪嬌 秀玲/秀瓊/熱風 

司琴 翻譯(崇拜/禱告會) 禱告會兒童 週間 週二禱告/兒童 週三禱告/兒童
吳長老娘 志峰 開智 本週 吳長老娘/姮如 志峰/浩瀾 

吳長老娘 李長老/志峰 梁剛 下週 美雲/麗璇 永乾/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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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8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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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

領會宣告、祈願*

唱詩 《64》何等奇妙的救主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280》祂藏我靈在祂愛中 會眾
禱告  惠玲執事
經文  創世記(Genesis)44 章/45 章  鄭牧師

講道 『完全的饒恕』
“Total forgiveness” 

鄭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207 》耶穌，我來 會眾

消息、報告、代禱  領會
感恩禱告*  領會
頌榮* 《536》三一頌 會眾
祝禱*  鄭牧師
默禱  會眾
 
 

 

本週禱告題目:/主日講道大綱及結語: 
1)  
2)  
3)  

 
 
 
 
 
 
 

 
 
 

啟應經文 
詩篇(Psalms) 51:1~2, 10~17 

啟：神阿、求你按你的慈愛憐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求你將我
的罪孽洗除淨盡、並潔除我的罪。 / Have mercy on me, O God, according to your 
unfailing love; according to your great compassion blot out my transgressions. Wash away 
all my iniquity and cleanse me from my sin. 

應：神阿、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裡面重新有正直的靈。 / Create in me a pure 
heart, O God, and renew a steadfast spirit within me. 

啟：不要丟棄我、使我離開你的面．不要從我收回你的聖靈。 / Do not cast me from 
your presence or take your Holy Spirit from me. 

應：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樂、賜我樂意的靈扶持我。/ Restore to me the joy of your 
salvation and grant me a willing spirit, to sustain me. 

啟：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過犯的人．罪人必歸順你。 / Then I will teach transgressors 
your ways, and sinners will turn back to you . 

應：神阿、你是拯救我的 神．求你救我脫離流人血的罪．我的舌頭就高聲歌
唱你的公義。/ Save me from bloodguilt, O God, the God who saves me, and my tongue 
will sing of your righteousness . 

啟：主阿、求你使我嘴唇張開、我的口便傳揚讚美你的話。/ O Lord, open my lips, 
and my mouth will declare your praise , 

應：你本不喜愛祭物．若喜愛、我就獻上．燔祭你也不喜悅。 / You do not delight 
in sacrifice, or I would bring it; you do not take pleasure in burnt offerings . 

齊：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靈． 神阿、憂傷痛悔的心、你必不輕看。/ The sacrifices 
of God are a broken spirit; a broken and contrite heart, O God, you will not despi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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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