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Daniel & Deborah Mun文在烘夫婦

 IMB宣教士

 “新的相遇 &一對一訓練” (六月)

 “愛的呼召; 禱告特會” (七月, 八月)

 將我們對神的愛化成禱告的行動!

 “有你们那里的人, 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
巴弗问你们安. 他在祷告之间, 常为你们
竭力地祈求, 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
得以完全, 信心充足, 能站立得稳.”



家訊

 Daniel & Deborah Mun文在烘夫婦

 IMB宣教士

 Botswana Mission Team (7/4-20)

 Eugene, Stephen, Lily

 Mercy Ho & Susanna Dayala (恩友)

畢業生



家訊

• 6/20-22 (Fri-Sun) 退修會 --华欣牧师夫婦

• 主題: “心意更新; 重建教会” (羅 12:1-2)

• 傾聽的耳, 服從的手, 悔改的心, 跟隨的腳

• 同工辛勞/兒童事奉/黃伯母住院

•浸礼 (8/10, Sun)

• 陳啟蘭姊妹 (6/18 受浸; 6/19 歸主)

• 浸禮/會員班 (Fellowship Hall)

•主日圣经课程 (七月)

會員月會 (今日: 12:15pm)



SCRIPTURE

讀經



以西結書 47:1-12

(pp. 1344-1345)



1 他帶我回到殿門，見殿的門檻下有水往
東流出（原來殿面朝東）。這水從檻下，
由殿的右邊，在祭壇的南邊往下流。 2 他
帶我出北門，又領我從外邊轉到朝東的外
門，見水從右邊流出。3 他手拿準繩往東
出去的時候，量了一千肘，使我趟過水，
水到踝子骨。 4 他又量了一千肘，使我趟
過水，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肘，使我趟
過水，水便到腰。 5 又量了一千肘，水便
成了河，使我不能趟過，因為水勢漲起，
成為可洑的水，不可趟的河。



6 他對我說：「人子啊，你看見了什麼？
」他就帶我回到河邊。 7 我回到河邊的時
候，見在河這邊與那邊的岸上有極多的樹
木。 8 他對我說：「這水往東方流去，必
下到亞拉巴，直到海。所發出來的水必流
入鹽海，使水變甜。 9 這河水所到之處，
凡滋生的動物都必生活，並且因這流來的
水必有極多的魚，海水也變甜了。這河水
所到之處，百物都必生活。 10 必有漁夫站
在河邊，從隱基底直到隱以革蓮，都做曬
網之處。那魚各從其類，好像大海的魚，
甚多。



11 只是泥濘之地與窪濕之處不得治好，必
為鹽地。 12 在河這邊與那邊的岸上必生長
各類的樹木，其果可做食物，葉子不枯乾
，果子不斷絕。每月必結新果子，因為這
水是從聖所流出來的。樹上的果子必做食
物，葉子乃為治病。





SERMON

信息

6/29/14



“從聖所湧出來的生命活水”

(以西結書 47:1, 5, 7-10, 12)

Daniel Mun

文在烘宣教士



以西結書47:1, 5, 7-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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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回到河邊的時候、見在河這邊、
與那邊的岸上、有極多的樹木。

8他對我說、這水往東方流去、必下

到亞拉巴、直到海．所發出來的水、
必流入鹽海、使水變甜。〔原文作
得醫治下同〕

http://www.holybible.or.kr/BIBLE_cb5/cgi/bibleftxt.php?VR=0&VL=26&CN=1&CV=99&FR=
http://www.holybible.or.kr/BIBLE_cb5/cgi/bibleftxt.php?VR=0&VL=26&CN=1&CV=99&FR=


9這河水所到之處、凡滋生的動物、

都必生活、並且因這流來的水、必
有極多的魚、海水也變甜了．這河
水所到之處、百物都必生活。

10必有漁夫站在河邊．從隱基底直

到隱以革蓮、都作曬〔或作張〕網
之處．那魚各從其類、好像大海的
魚甚多。

http://www.holybible.or.kr/BIBLE_cb5/cgi/bibleftxt.php?VR=0&VL=26&CN=1&CV=99&FR=
http://www.holybible.or.kr/BIBLE_cb5/cgi/bibleftxt.php?VR=0&VL=26&CN=1&CV=99&FR=


12 在河這邊、與那邊的岸上、必生

長各類的樹木．其果可作食物、葉
子不枯乾、果子不斷絕．每月必結
新果子、因為這水是從聖所流出來
的．樹上的果子、必作食物、葉子
乃為治病。

http://www.holybible.or.kr/BIBLE_cb5/cgi/bibleftxt.php?VR=0&VL=26&CN=1&CV=99&FR=
http://www.holybible.or.kr/BIBLE_cb5/cgi/bibleftxt.php?VR=0&VL=26&CN=1&CV=99&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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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耶穌這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



37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
以到我這裡來喝。38信我的人、

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
活水的江河來。39耶穌這話是

指著信他之人、要受聖靈說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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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2, Taiwan 6%, Taipei 11% 
(by Statistics of Politics University; 政治大學)





1.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

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
從 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

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

結十二樣果子、〔樣或作回〕每
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
治萬民。



豈不知你們是 神的殿、 神的
靈住在你們裡頭麼



21 各〔或作全〕房靠他聯絡得
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22 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
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1. Smaller/Shrinking Size













(1) 歸耶和華為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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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y to the Lord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
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
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



(2) 禱告和神的話語

使徒行傳 2,8,9,10,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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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5 …都同心合意的恆切禱告/

那時,有許多人聚會,約有一百二十名…

2:1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
2:2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
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
2:3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
在他們各人頭上。

2:4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
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14使徒在耶路撒冷、聽見撒瑪利亞

人領受了 神的道、就打發彼得約
翰往他們那裡去。

15兩個人到了、就為他們禱告、要
叫他們受聖靈

16因為聖靈還沒有降在他們一個人
身上．他們只奉主耶穌的名受了洗。

17於是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
就受了聖靈。



11 主對他說、起來、往直街去、在

猶大的家裡、訪問一個大數人名叫
掃羅．他正禱告

17 亞拿尼亞就去了、進入那家、把

手按在掃羅身上說、兄弟掃羅、在
你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主、就是
耶穌、打發我來、叫你能看見、又
被聖靈充滿。



6 保羅按手在他們頭上、聖靈便降

在他們身上．他們就說方言、又說
豫言。〔或作又講道〕

7 一共約有十二個人。





台灣教會訪韓盛會







44彼得還說這話的時候、聖靈降在
一切聽道的人身上。

45 那些奉割禮和彼得同來的信徒、

見聖靈的恩賜也澆在外邦人身上、
就都希奇．





第11屆聖經通讀學校



(3) 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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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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要從父那裡差保惠師來、就是
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
要為我作見證。

你們也要作見證、因為你們從起頭
就與我同在。



2: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
交接、擘餅、祈禱。

4:31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
的道。

2:47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2: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
交接、擘餅、祈禱。

4:31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
的道。

2:47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2: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
交接、擘餅、祈禱。

4:31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
的道。

2:47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2: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
交接、擘餅、祈禱。

4:31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
的道。

2:47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Time: Four Monday Nights

7:30pm-9:15pm (7/21, 7/28, 8/4, 8/11) 

將我們對神的愛化成禱告的行動!
(1) Through prayer, let's restore our 

loving relationships with God.

(2) Through prayer, let's rebuild our 
beloved church.

(3) Through prayer, let's rediscover 
our vision and mission.



更新

-为了新的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