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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ments 

我們誠摯地歡迎第一次來聚會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們，盼望
您在這找著屬靈的家。請您填妥記名單後交回給招待。 

一、教會週三禱告聚會，請弟兄姐妹同心參加。每日以禱告 (每天有

15 分鐘以上) 親近主開始，使屬靈生命得著供養。禱告從讚美

開始，接著向神感恩、祈求，為著肢體的需要、彼此代求和認

罪的禱告。 
二、週五讀經交通聚會，將交通使徒行傳第 11 章，讀經輔助資料將

於週三透過電郵發出，沒有電郵地址的弟兄姐妹，可向 Linda
姐妹索取影印版資料。 

三、10/22，CAU 三區聯合英文敬拜將在我們會所進行，聚會由下午

4:00 開始，這次的聚會將會特別邀請一位 Eunice Yuk 姐妹在聚

會中分享，歡迎弟兄姐妹邀請親友參加並為聚會禱告。 
四、請弟兄姐妹兼持「一領一」的心志，興旺福音事工，完成主所

託付的使命。 
五、史弟兄、梁弟兄和 Wendy 姐妹在中國服事，已經平安抵達南京，

感謝主！請為同工們有好的休息，免除與體疲憊，有力量服事

主禱告。 
六、英文聚會帶領的弟兄姐妹訂 10/29 日中午 1:00，和青少年的父

母有一個分享交通聚會，歡迎家長們將時間預留參與交通。 

七、九月份財務報表：（詳細收支表貼在佈告欄） 

 八月份結餘：                   $       733.67 

 九月份奉獻收入：     $  12,468.00 

        九月份總收入：          $  13,201.67 

        九月份總支出：          $  (12,616.16) 

        九月份餘額：                          $        58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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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敬拜聚會 Sunday Worship 
9:15 am    

建立聚會  (Edification Class) 
 新生命班--圖書室--仲亮弟兄--適剛受浸及願意認識新生命者 
 信徒造就班--教室 03--夏偉文弟兄/邵博姐妹--適信主多年者 
 舊約中文讀經--教室 02--王興桐弟兄--適基督徒以中文對話者 
 舊約英文讀經--教室 01--Kenneth / Kevin --適基督徒以英文對話者 

禱告親近主 (Close to the Lord)  

會堂--張清海弟兄—適願意同心為教會代求、為聚會禱告者 

10:00 am    
擘餅聚會 (Breaking of Bread)-- 會堂--適受浸過的神兒女同來記念主 

福音班 (Gospel Class) --教室 05--適正在尋求認識主的朋友 

兒童主日學 (Sunday School) --教室 04-- 合適 3-12 歲的兒童 

11:00 am  信息聚會 (Message Meeting) -- 會堂 
※若有英文信息聚會請至教室 02 崇拜 

週三禱告聚會 Wednesday Prayer Meeting 

7:30 pm   讚美及代禱 (Praise and Pray) 

週五讀經聚會 Friday Bible Study Meeting 

6:30 pm  愛筵 (Dinner) / 7:30 p.m. 聚會 (Fellowship) 

讓我們敬拜於主面前 
 
準時：提早到、不早退，敬拜前，備好心。 
全心：不接/滑手機並保持關機，敬拜中，不分心。 
專注：全心尊主為大，與同伴共享美好主日，從新得力。 
合宜：看重主的聚會，避免穿著短褲、托鞋、過低或露肩/背

的服裝。 



二○一七年十月十五日 

主 日 敬 拜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王瑞峰，馬  驄 

    『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路廿二 19）         

二、信息聚會﹕ 

信息﹕  梁殷宗宣            

領詩﹕  馬  驄     報告﹕王銘中 
司琴﹕梁雲河弟兄 

信息﹕聖靈的火（四） 

詩歌﹕H# 112 祂是主，#649 降聖火 

經文：路 12:49；出 13:21；出 14:20；王上 18:31-33a、33b~35、

36~39；雅 2：17；利 9:23~24；代下 7:1；太 3:11~12；徒 11:15~16 

綱要/經文： 

路 12:49 我來要把火丟在地上．倘若已經著起來、不也是我

所願意的麼。 

一、雲柱與火柱 

出 13:21~22 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們的路，夜間在火柱中光照

他們，使他們日夜都可以行走。22 日間雲柱、夜間火柱、總不離開

百姓的面前。 

出 14:20 在埃及營和以色列營中間有雲柱、一邊黑暗、一邊發光．

終夜兩下不得相近。 

  (一) 神的光照與引導 

 (二) 神的同在與保護 

二、倒水與降火 

(一) 築壇與獻祭 

(以利亞在暗利王朝最邪惡的亞哈王時代作先知) 

王上 18:31-33 以利亞照雅各子孫支派的數目、取了十二塊石頭、（耶

和華的話、曾臨到雅各、說、你的名要叫以色列) 用這些石頭為耶和

華的名築一座壇、在壇的四圍挖溝、可容穀種二細亞、又在壇上擺

好了柴、把牛犢切成塊子、放在柴上. 

(二) 倒水與禱告 
王上 18:33~35 對眾人說、你們用四個桶盛滿水、倒在燔祭和柴上‧
又說、倒第二次‧ 他們就倒第二次‧ 又說、倒第三次‧ 他們就倒第

三次。水流在壇的四圍、溝裏也滿了水。 
王上 18:36~39 到了獻晚祭的時候、先知以利亞近前來、說、亞伯

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華阿、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

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僕人、又是奉你的命行這一切事。耶和華

阿、求你應允我、應允我、使這民知道你耶和華是神、又知道是你

叫這民的心回轉。於是耶和華降下火來、燒盡燔祭、木柴、石頭、

塵土、又燒乾溝裏的水。眾民看見了、就俯伏在地、說、耶和華是

神、耶和華是神。 
雅 2：17 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 
(三) 舊約中聖火的降下 
利 9:23~24 摩西、亞倫進入會幕，又出來為百姓祝福，耶和華的榮 

光就向眾民顯現。24 有火從耶和華面前出來，在壇上燒盡燔祭和脂

油；眾民一見，就都歡呼，俯伏在地。 

代下 7:1 所羅門祈禱已畢，就有火從天上降下來，燒盡燔祭和別的

祭。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 

三、水浸與靈浸 
太 3:11~12  我(施洗約翰)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 

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 

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浸)。12 他手裏拿著簸箕、要揚淨他的場、把麥

子收在倉裏、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了。 

徒 11:15~16 我一開講、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正像當初降在我們 
身上一樣。16 我就想起主的話說、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你們要受聖

靈的洗(浸)。 
(一) 聖靈與火的浸 
(二) 煉淨的火與審判的火 

 
神家兒女生活六要事 

 
    1 領 1：每年能領 1 人認識主 
    1 行 2：每日能有 15 分鐘禱告主，15 分鐘明主話 

    1 勤 3：每週聚會盡全意 ( 禱告、交通和敬拜  )，奉獻盡全心、 

                 服事盡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