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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主日有
李柏帆、盧豔宏及周梅生，元旦特別聚會有林春暉、裴春浩、嚴德洙、王茵、
白莉、劉瑋漪、劉媽媽、Mike、Hurley、Steve 及 Michael 與我們一起崇拜，願
神賜福與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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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更新網站，網址為：www.spring4life.com; www.spring4life.net 或
www.spring4life.org，請弟兄姐妹多上網瀏覽，並提供修改意見給負責的永乾執
事，同時儘量告知親朋好友教會網址，同得福音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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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今年主題：
「點燃靈火之年」設計理念：直接、有力，顯示聖靈運行及聯絡合適；
1 燃燒的烈火爲背景，直接顯示年度主題；○
2 十二支手握住聖經在烈火中：同
○
心一志在神的話語(教會祭壇信息)澆灌下，造就 12 名傳講信息的講員；十二支
3 如鴿子般的聖靈居中：聖靈居中引導、
派神子民圍繞會幕 - 教會為中心生活；○
4 全圖顯明在「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
國度异象牽引下，同心合意齊向前進；○
5 使徒行傳 1:8 簡潔有力的
蓋萬民」的世代，被呼召出來作世界之光的一群；○
經文，配合圖案內容，將年度主題襯托凸顯。
4. 肢體關懷代禱；健康：牧師尊翁李丙求伯伯、李文軒伯伯、梅伯母、黃倩姊妹
母親、閻曉東執事父母、晁莉姐妹母親車禍、張威國等肢體的康復；繼續代禱：
蕭玉梅執事腳掌骨裂；胡學美執事暫停化療，請為她的體力恢復及後續的醫療
方案。
5. 回國/外出肢體：吳長老娘(11/27-1/10)平安返台探親、見證及傳福音；李金旭姐
妹赴北大進修半年；李鋼研弟兄夫婦將於元月八日返回中國。
6. 宣教關懷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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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生(周靜宜、陳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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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禱告題目:
1) 主的那 120 個門徒，當他們深信基督的教導、成就、預言而迫切禱告的時候，
聖靈充滿了他們：我所得著的聖靈，就是他們所領受的那一個靈麼？我的心靈
和眼光，就是與使徒們一樣的麼？我可以說明:「還未認識基督福音時的心靈」
，
為何不同於「已經相信基督福音後的心靈」麼？ 這一種心靈、眼光的變化，我
在我凡事上的判斷，會帶來如何的影響？
2) 如何「靠聖靈」？試試看：
「第二大綱」裏所說明，那「靠聖靈」的五大奧秘，
是否在我心靈裏都能經歷？我能否將「靠聖靈」的奧秘，應用在目前我所面對
的事情上，而得著主的美意和能力？
3) 靠聖靈，趕鬼，神的國降臨：神藉著聖靈賜給我「預言、異象、異夢」？過去
在我生命、家庭、教會、世界聯絡網裏，是否實現呢？那從天而來的異象，是
否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具體呢？由此異象和證據，我的心繼續火熱起來麼？

約 14:16-17，26；弗 1:13-14；帖前 5:19；弗 4:30，5:17-19
啟：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And I will
ask the Father, and he will give you another Counselor to be with you forever-應：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
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 the Spirit of truth. The world
cannot accept him, because it neither sees him nor knows him. But you know him,
for he lives with you and will be in you.
啟：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來的聖靈、他要將一切的事、指教你們、
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說的一切話。/ But the Counselor, the Holy
Spirit, whom the Father will send in my name, will teach you all things and will
remind you of everything I have said to you.
應：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And you also were included in Christ when you
heard the word of truth, the gospel of your salvation. Having believed, you were
marked in him with a seal, the promised Holy Spirit,
啟：這聖靈、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 神之民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
讚。 / who is a deposit guaranteeing our inheritance until the redemption of those
who are God's possession--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應：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不要叫 神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
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 Do not put out the Spirit's fire; And do not grieve the
Holy Spirit of God, with whom you were sealed for the day of redemption.
啟：不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不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
聖靈充滿。/ Therefore do not be foolish, but understand what the Lord's will is.
Do not get drunk on wine, which leads to debauchery. Instead, b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齊：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主。/ Speak to one another

with psalms, 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 Sing and make music in your heart to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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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