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 徒 交 通 
Announcements 

我們誠摯地歡迎本週第一次來聚會的弟兄姊妹和福音朋友們，盼

望您在這裏找著屬靈的家。請您填妥記名單後交回給招待。 
一、週三上午 10 點有姐妹聚會，歡迎姐妹們參加。晚間 7:30 有感恩

禱告聚會，歡迎弟兄姐妹一同聚集為教會禱告，並彼此代禱。 
二、週五將是今年感恩見證聚會(11/25)，全教會弟兄姐妹將一同在教會過

感恩節，請為總管馬驄弟兄在安排聚會的服事上禱告。準備好在聚會

中做感恩見證的弟兄姐妹，可向各組小組長登記。感恩愛筵以每家携

帶一菜的方式進行，若已決定佳餚名稱請告訴各組長或 Linda 姐妹。 

三、聖誕福音聚會，將在 12/17 週六晚間 7:00 及 12/18 主日早晨傳福

音，請弟兄姐妹開始為聚會和所想邀請的福音朋友禱告，也為同工

傳講福音信息及弟兄姐妹做見證禱告。 
四、東區 Pomona 教會及 CAU 仍會在年底舉辦年終跨年特會，日期是

12/31/16 – 1/2/17 若想參加東區及 CAU 特會的弟兄姐妹，歡迎與東

區 Michelle Liang  (liangs4god@aol.com) 姐妹聯絡報名參加。 

五、請弟兄姐妹常常彼此代禱：為我們的兒女、配偶、父母、鄰舍、

親朋好友禱告；為失落的、找工作的、身體軟弱的禱告；為傳福

音、有服事的弟兄姐妹禱告。 

六、2016 年 10 月份財務收支報告(詳細項目請看佈告欄) 
九月份負結餘                                  $ (2,738.44) 
十月份收入                                    $ 17,630.00 
十月份支出                                    $ 14,387.75         

    十月份結餘                                       $503.81 
   本主日事奉 下主日事奉 

招 待 溫若惟弟兄，秦湘姊妹 馬驄弟兄，王愛仙姊妹

聲控錄音 溫若惟弟兄 馮志龍弟兄 

愛筵及整潔 王李慕霖姊妹，和平組 胡建萍姊妹，仁愛組 

         聖 迦 谷 基 督 徒 聚 會 
    Christian Assembly of San Gabriel Valley 

 

 
 
主日敬拜聚會     Sunday Worship 

   9:15a.m.   建立聚會  Edification Class 
    成人主日學         
  10:00a.m.   擘餅聚會  Breaking of Bread 
    兒童主日學  Sunday School 
        福音班          Gospel Class 
  11:00a.m.   信息聚會   Message Meeting 

 

週三禱告聚會    Wednesday Prayer Meeting 
    7:30p.m.   敬拜及代禱  Worship and Pray 
  

週五讀經聚會        Friday Bible Study Meeting 
    6:45p.m.   愛筵   Dinner 
    7:30p.m.   聚會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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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o 一六年十一月二十日 

主 日 敬  拜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張清海，王興桐   

『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路廿二 19）    

二、信息聚會﹕ 

講員﹕梁家聲                           

領詩﹕王興桐                          報告: 王銘中 

司琴﹕音樂服事小組 

詩歌﹕H# 140 神的兒子親愛救主  

         605  救主捨命心破碎 

信息： 耶穌是基督是神的兒子(一) - 舊約預言的證明 

讀經/綱要： 

約 20:31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

你們信了祂 、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 
一、舊約預言論基督的身世 

創 22:17~18 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 、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

來、如同天上的星 、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18 並且地

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 
加 3:16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 神並不是說眾子

孫、指著許多人 、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創 49:10 圭必不離猶大、杖必不離他兩腳之間、直等細羅〔就是賜平

安者〕來到 、萬民都必歸順。 
賽 11:1 從耶西的本〔原文作墩〕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 
耶 23:5 耶和華說 、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他

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 。 
太 1:1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 

二、 舊約預言論基督將要藉童女降生 

創 3: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

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賽 7:14 因此 、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

起名叫以馬內利 。〔 就是 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太 1:18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他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了約

瑟、還沒有迎娶 、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 
路 1:26~32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

城去、這城名叫拿撒勒．27 到一個童女那裏、是已經許配大衛家的一個

人、名叫約瑟、童女的名字叫馬利亞。28 天使進去 、對他說 、蒙大恩

的女子 、我問你安、主和你同在了。29 馬利亞因這話就很驚慌、又反

覆思想這樣問安是甚麼意思。30 天使對他說、馬利亞 、不要怕．你在 神

面前已經蒙恩了。31 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 。32 他要為

大 、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 ． 
三、 舊約預言論基督受苦並受死 
賽 53:3~5 他被藐視 、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4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

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 神擊打苦待了。5 那

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

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彼前 2:23~24 他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 自己交託那按

公義審判人的主 ．24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

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四、 舊約預言論基督的復活與被高舉  
詩 16:8~10 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至搖動。
9 因此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 〔原文作榮耀〕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

然居住。10 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 
詩 110:1 〔大衛的詩。〕 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

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徒 2:30~33 大衛既是先知、又曉得 神曾向他起誓、要從他的後裔中、

立一位坐在他的寶座上．31 就豫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

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壞。32 這耶穌 、 神已經叫他復

活了 、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33 他既被 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了所

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