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nouncements 
 

一、誠摯地歡迎第一次來聚會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們，願您在

這裏與我們同享神家的愛與交通。 
We sincerely welcome all brothers, sisters and friends.  We wish you 
enjoy the love and fellowship in God’s house. 

二、教會禱告聚會將在週二晚間在梁弟兄家舉行，盼望主興

起更多禱告勇士，一同來到主寶座前敬拜與祈求。   
May God raise more prayer warriors to pray before His throne in our 
prayer meeting on Tuesday night at brother Timothy Liang’s house. 

三、本週五讀經聚會將在本會所舉行，內容為「帖撒羅尼迦

前書」第三章，請弟兄姊妹預讀神寶貴的話語，一同來

分享。(6:45 pm 愛筵, 7:30 pm 聚會) 
Friday night Bible study will be held here, dinner will be served at 6:45 
p.m., and meeting starts at 7:30 p.m.  

四、我們租用籃球場 11:30 至 12:30 的時段，兒童們由老師

帶領在 11:00 後即可進入活動，其他弟兄姊妹可在會後

進入活動．到球場請務必穿運動鞋。 
Ｗe have reserved the in-door basket ball court from 11:30 am to 12:30 
pm.  However, Sunday school kids can use it starting at 11 am.  The 
rest of the congregation can use it after the meeting.  Please wear 
proper sports purpose shoes when you enter into the court. 

五、請在禱告中紀念目前在中國各地服事的梁家聲弟兄和張

長來弟兄，願他們出入平安，身、心、靈得蒙主保守。 
Brother Timothy Liang and Stephen Chang have a missionary trip in 
China now. Please remember them in your prayer. 

六、請繼續為在治療中的鮑弟兄禱告。 
Please continue to pray for Brother P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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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年四月八日 

                              陳碧秋 

因祂活著,我知道我救贖主活著,永遠住在我心 
          沈保羅, 冷晶 

見證: 錢弘 

信息﹕沈保羅               報告 冷晶 

主題: 基督裏的平安

一. 

可 4:37  忽然起了暴風，波浪打入船內，甚至船要滿了水。 

伯 23:8 只是，我往前行，他不在那裏，往後退，也不能

見他。 

伯 23:9 他在左邊行事，我卻不能看見，在右邊隱藏，我

也不能見他。 

出 14:13 摩西對百姓說：「不要懼怕，只管站住！看耶和華

今天向你們所要施行的救恩。因為，你們今天所

看見的埃及人必永遠不再看見了。 

出 14:14 耶和華必為你們爭戰；你們只管靜默，不要作聲。 

 

二. 

弗 4:1-3  既然蒙召，行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

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

此聯絡，竭力保守聖靈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帖前 2:12 要叫你們行事對得起那召你們進他國、得他榮耀

的 神。 

 

春令會信息--基督徒的生活 

大綱 

一. 神前的生活 

1. 幔內的生活 - 進入幔內瞻仰榮耀基督 

(1) 摩西的會幕 

(2) 曠野的會幕 

(3) 大衛的帳幕 

2. 同行的生活 – 出到營外跟隨卑微耶穌 

(1) 同在的應許 

(2) 同行的朋友 

(3) 恩膏的教訓 

二. 人前的生活 

1. 見證的生活 

(1)  榮神的生活 

(2)  聖別的生活 

(3)  光鹽的生活 

2. 成長的生活 

(1)  家庭的生活 

(2)  社會的生活 

(3)  同伴的生活 

三. 教會的生活 

1. 聚會的生活 

(1) 教會的意義 

(2) 聚會的重要 

(3) 身體的生活 

2. 事奉的生活 

(1) 救贖的生活 

(2) 配搭的事奉 

(3) 合一的見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