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息、報告、代禱： 

1. 上週有郭定進、駱志堅、及 Terry 與我們一起崇拜，神必賜福他們的腳步。竭

誠歡迎新澤西州天城教會數家庭及首次到訪的朋友與我們一起崇拜，請填妥歡

迎卡，我們會為您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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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復活節有方雅麗、蔡悦兩位姐妹在神、天使及弟兄姐妹見証、祝福中，宣

告脫離撒但的轄制、接受施洗，永遠歸入主名下，成為榮耀神家中的一員；隨

後有聖餐禮及一年三度的宣教特別奉獻，請弟兄姐妹預備心、禱告、參與。 
3. 囍訊：吳長老夫婦的長公子培恩於昨天(4/11)在德州與陳宏競/袁台美夫婦的長

女漢明舉行婚禮，求神祝福這對新人建立蒙恩的家庭。 

4. 下週日(4/19)為本堂宣教主日，雷長老夫婦將分享中國宣教的規劃並由本堂差派

他們往中國長宣，請全體弟兄姐妹為他們宣教行程迫切代禱。 

5. 每年一度的暑期退修會將於 6/18-6/21(週四晚至週日中午)舉行，請弟兄姐妹預

留該日程，也請各小組為此聚會代禱並積極推動。 

6. 肢體關懷/健康代禱：師母尊翁張泓伯伯、李媽媽(長老母親)療養期間；蕭玉梅

執事手術恢復過程；李文軒伯伯、梅伯母、曉東/新霞執事親友、閻媽媽放射線

治療，求神賜下更多體力；楊平、張煒、京萍父親張伯伯等肢體的康復；龐紅

宇弟兄恢復過程；楊惠琳妊娠期間、李娜待產身體代禱。 

7. 回國/外出肢體：Sophia(11/08-5/3)前往韓國/新馬探訪；江阿姨(12/08-4/09)暫居

New Hampshire；段翰林阿姨(3/31-4/30) 已安抵中國，張/龔老師已於(4/2)回國，

請為他們蒙恩的行程代禱。 
8. 宣教地區關懷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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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姐妹)、瀋陽基督

生命堂(張弟兄)、神學生(周靜宜、陳莉君)。 

上週出席與奉獻：(成人/兒童) 
主日 週間 什一 感恩 建堂(累計/上週) 兒童 總  計 
82/38 106/31 $6,031.00 $206.00 16,375.00/50.00 $6.55 $6,293.55

事奉同工： 

週日 招待 禱告 兒童主日學 茶點服務 

今日 學群/麗璇 羅傳道 淑貞/王琼/秀琼/姮如/志波/純慧 秀玲/秀瓊 

下週 學群/麗璇 周牧師 Brian/秉瑋/麗璇/寶燕/艷麗/雪嬌 秀玲/秀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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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長老/志峰 繼理 本週 羅傳道/師母 金石/馬達 

吳長老娘 李長老/志峰 梁剛 下週 周校長/惠琳 永乾/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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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主日崇拜程序 
主後 2009 年 4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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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

領會宣告、祈願* 

唱詩 《133》復活得勝主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129》主復活 會眾
禱告  羅傳道
獻詩 Alive, Alive、讚美主復活 兒童主日學
經文 約 11:25-27, 14:6-7, 12-14, 15-21, 25-27, 15:6-8 牧師

講道 

『我們就是主耶穌復活的見證人』 
“We are the living testimony of Jesus 

Resurrection ” 
牧師

施洗 《413》主活著 牧師
聖餐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413》主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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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活」 是神偉大奇妙的作為！已經成就在我們生命裏了！在我的生命裏，靈
魂復活的證據有那些？我在地上每天生活的目的，是「叫我已復活的永遠生命，
多得成長且同得基業」嗎？復活的主向我顯明什麼大異象(個人、家庭、教會、
事業、宣教)呢？ 我是被那圖畫牽引而生活嗎？  

2) 若要享受復活生命和能力， 必要得著「能看見復活的主與我同在」之眼光！每
天，主耶穌如何活在我裏面？祂每天如何向我說話，如何給我智慧、能力，如
何成就祂要成就的事？祂如何活在我的教會、小組、家庭中？到如今，祂成就
了何事？祂說，將來要成就何事？今年要成就何事？  

3) 當靠聖靈禱告， 順著聖靈而行的時候， 復活主的能力彰顯出來！我喜愛禱告的
理由是甚麽？ 每當我禱告時， 主耶穌復活的能力如何彰顯出來？ 禱告後， 主如
何引導我？ 每當與肢體們同心禱告的時候， 主如何彰顯祂的同在、引導、能力？ 
我是靠主努力喜樂、 努力感謝、努力禱告嗎？  

啟應經文 
徒(Acts)1:3-8, 2:44-47 

啟：祂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

顯現、講說 神國的事。/ After his suffering, he showed himself to these men and 
gave many convincing proofs that he was alive. He appeared to them over a period 
of forty days and spoke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 

應：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囑咐他們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
的、就是你們聽見我說過的。/ On one occasion, while he was eating with them, he 
gave them this command: "Do not leave Jerusalem, but wait for the gift my Father 
promised, which you have heard me speak about. 

啟：約翰是用水施洗．但不多幾日、你們要受聖靈的洗。/ For John baptized with 
water, but in a few days you will be baptized with the Holy Spirit." 

應：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阿、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 So when 
they met together, they asked him, "Lord, are you at this time going to restore the 
kingdom to Israel?" 

啟：耶穌對他們說、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不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 He said to them: "It is not for you to know the times or dates the Father has set by 
his own authority. 

應：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But you will receive power when the Holy 
Spirit comes on you; and you will be my witnesses in Jerusalem, and in all Judea 
and Samaria, and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啟：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了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All the believers were together and had everything in common. Selling their 
possessions and goods, they gave to anyone as he had need. 

齊：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讚美 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Every day they 
continued to meet together in the temple courts. They broke bread in their homes 
and ate together with glad and sincere hearts, praising God and enjoying the favor 
of all the people. And the Lord added to their number daily those who were being 
sa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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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