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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陳崇
潔與我們一起崇拜，神必賜福與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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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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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教會的連鎖禱告網事工，並個人參與的守望時段，切切代禱。
3. 11/2 將恢復使用標準時間，週六晚臨睡前，請記得將時鐘往後撥慢一小時；11/4
舉行大選，請按照個人禱告後之感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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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pring4life.com．info@spring4life.or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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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積
極參與，並為牧師及此聚會代禱。
5. 分區長執同工會：一年兩度的分區長執同工會，維州 10/30 7:30pm 在吳長老家，
馬州 11/6 7:30pm 在李長老家舉行，請長執同工們準時出席。
6. 婦女會聚會：馬里蘭州：週四 12:30pm 在秀玲家；維州：週三 10:00am 在柔桑
家聚會，歡迎他教會及慕道朋友就近參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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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回國/外出肢體：繼理/寶燕一家已返美；張阿姨(10/30)將前往堪薩斯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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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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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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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三一頌

應：列國必見你的公義，列王必見你的榮耀；你必得新名的稱呼，是耶和華親
口所起的。/ The nations will see your righteousness, and all kings your glory; you
will be called by a new name that the mouth of the Lord will bestow.
啟：你在耶和華的手中要作為華冠；在你 神的掌上必作為冕旒。/ You will be a
crown of splendor in the Lord 's hand, a royal diadem in the hand of your God.
應：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晝夜必不靜默；呼吁耶和華的，
你們不要歇息， / I have posted watchmen on your walls, O Jerusalem; they will
never be silent day or night. You who call on the Lord , give yourselves no rest,

牧師

啟：也不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立耶路撒冷，使耶路撒冷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
/ and give him no rest till he establishes Jerusalem and makes her the praise of the
earth.

《「如何享受蒙應允的禱告」之十一》

《381》基督精兵前進

啟：我因錫安必不靜默，為耶路撒冷必不息聲；直到他的公義如光輝發出，他
的救恩如明燈發亮。 / For Zion's sake I will not keep silent, for Jerusalem's sake
I will not remain quiet, till her righteousness shines out like the dawn, her
salvation like a blazing torch.

牧師

『聯合禱告才能速成其事』

回應詩歌、奉獻

賽(Isaiah)62:1-3, 6-7,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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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禱告題目:
1) 目前，我與家人之間，聯合禱告的情況如何？夫婦是否時常一同禱告？得著了
共同的異象、共同的眼光、共同的禱告題目麽？與兒女之間，有沒有時常一同
禱告？因禱告蒙受那些應允？教會異象、祭壇信息、禱告題目、事工內容，與
我家人的禱告有何密切關係？在與家人的聯合禱告裏，有否改善之處？
2) 目前，我與肢體、同工之間，聯合禱告的情況如何？我在教會主日崇拜、禱告
會、週間聚會、小組聚會裏，得著那些恩典和進展？在教會連鎖禱告的守望時
段，所擔任的禱告事工裏，發現那些恩典和果效？目前，我與小組肢體、同一
事奉崗位工的配搭同工們，(兒童、青少年、青年、網站、文字、其他事工)之
間，聯合禱告的情況如何？我們的禱告對事工帶來何等實際的能力和果效？
3) 盡心盡力尋找「能加速成全我終身異象」的聯合禱告：我對個人、家庭、教會
和當代教會有那些必將成就的異象和圖畫？是否看見那「必將成就的圖畫」而
禱告？為加速成就所得的異象，目前，應當召聚那些肢體、用何等形式、方法
來加强聯合禱告？

應：你們當從門經過經過，預備百姓的路；修築修築大道，撿去石頭，為萬民
豎立大旗。 / Pass through, pass through the gates! Prepare the way for the people.
Build up, build up the highway! Remove the stones. Raise a banner for the
nations.
啟：看哪!耶和華曾宣告到地極，對錫安的居民說：「你的拯救者來到，他的賞
賜在他那裡，他的報應在他面前。」 / The Lord has made proclamation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Say to the Daughter of Zion, 'See, your Savior comes! See, his
reward is with him, and his recompense accompanies him.' “
齊：人必稱他們為聖民，為耶和華的贖民，你也必稱為被眷顧不撇棄的城。/ They
will be called the Holy People, the Redeemed of the Lord ; and you will be called
Sought After, the City No Longer Dese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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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