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 徒 交 通 

Announcements 

我們誠摯地歡迎第一次來聚會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們，盼望
您在這找著屬靈的家。請您填妥記名單後交回給招待。 

一、週三禱告聚會，請弟兄姐妹一同參與，並保持天天與主同

行的生活，為著尚未信主的家人日日代求，若有任何代禱

事項，歡迎填寫代禱單。 

  

二、週五讀經聚會將是使徒行傳的總結，各組合併在會所聚會， 

一同追求明白主的話語。 

  

三、請弟兄姐妹為教會的修建工程禱告。 

  

四、教會將在 6 月中旬有受浸聚會，歡迎清楚蒙恩得救的弟兄

姐妹受浸歸入主的名下。浸前真理班將從 5/6 的主日開

始，一連有 6 週，早晨 10:00 在副堂圖書室進行，若有兒

女受浸著，請父母親準時帶著兒女參加浸前真理班。並為

著要受浸的弟兄姐妹禱告 

  

五、5/12 將進行今年會所的第一次大掃除，歡迎弟兄姐妹與張

彤弟兄連絡，同心完成會所的整潔服事。 

 

六、2018 年 5~6 月份服事表已經印好，請弟兄姊妹們領取。 

聖 迦 谷 基 督 徒 聚 會 

Christian Assembly of San Gabriel Valley 
www.west.casgv.org 

 
8141 Hellman Ave.，Rosemead, CA 91770， (626) 307-0000 

 

主日敬拜聚會 Sunday Worship 
9:15 am    

建立聚會  (Edification Class) 
 新生命班--圖書室--仲亮弟兄--適剛受浸及願意認識新生命者 
 信徒造就班--教室 03--夏偉文弟兄/邵博姐妹--適信主多年者 
 舊約中文讀經--教室 02--王興桐弟兄--適基督徒以中文對話者 
 舊約英文讀經--教室 01--Kenneth / Kevin --適基督徒以英文對話者 

禱告親近主 (Close to the Lord)  

會堂--張清海弟兄—適願意同心為教會代求、為聚會禱告者 

10:00 am    
擘餅聚會 (Breaking of Bread)-- 會堂--適受浸過的神兒女同來記念主 

福音班 (Gospel Class) --教室 05--適正在尋求認識主的朋友 

兒童主日學 (Sunday School) --教室 04-- 合適 3-12 歲的兒童 

11:00 am  信息聚會 (Message Meeting) -- 會堂 
※若有英文信息聚會請至教室 02 崇拜 

週三禱告聚會 Wednesday Prayer Meeting 

7:30 pm   讚美及代禱 (Praise and Pray) 

週五讀經聚會 Friday Bible Study Meeting 

6:30 pm  愛筵 (Dinner) / 7:30 p.m. 聚會 (Fellowship) 

讓我們敬拜於主面前 
 
準時：提早到、不早退，敬拜前，備好心。 
全心：不接/滑手機並保持關機，敬拜中，不分心。 
專注：全心尊主為大，與同伴共享美好主日，從新得力。 
合宜：看重主的聚會，避免穿著短褲、托鞋、過低或露肩/背

的服裝。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主 日 敬 拜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王銘中，張  彤 

    『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路廿二 19）         

二、信息聚會﹕ 

信息﹕史伯誠           翻譯﹕陳    炯 

領詩﹕張    彤      報告﹕章勝中 
司琴﹕梁雲河弟兄 

信息﹕看哪！神來作救主君王 

第四篇  看哪！主在至高之處是神的榮耀， 

在地上主是祂所喜悅之人的平安 

詩歌﹕ H# 233 耶穌，祢的全勝的愛 

  經文：路2:8~14；9:28~36；12:22~32；23:32~43；24:36~49 

       綱要： 

一、在至高之處主是神的榮耀， 

    在地上主是祂所喜悅之人的平安 

二、在變化山主顯出祂最高的榮耀 

三、你們只要求祂的國祂的義，這一切都要加給你們了 

四、十架上強盜得救——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 

五、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 

    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 
經文： 
路 2:8~14 8 在伯利恆之野地裏有牧羊的人，夜間按着更次看守羊羣。 9 有
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着他們，牧羊的人就甚懼怕。 10 那
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 11 因
今天在大衞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12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
孩，包着布，臥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了。」13 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
天使讚美神說： 14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
人！」 
路 9:28~36 28 說了這話以後約有八天，耶穌帶着彼得、約翰、雅各上山去
禱告。 29 正禱告的時候，他的面貌就改變了，衣服潔白放光。 30 忽然有摩

西、以利亞兩個人同耶穌說話； 31 他們在榮光裏顯現，談論耶穌去世的事，
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將要成的事。 32 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
看見耶穌的榮光，並同他站着的那兩個人。33 二人正要和耶穌分離的時候，
彼得對耶穌說：「夫子，我們在這裏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
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他卻不知道所說的是甚麼。34 說這話的時候，
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他們進入雲彩裏就懼怕。 35 有聲音從雲彩裏出
來，說：「這是我的兒子，我所揀選的，你們要聽他。」 36 聲音住了，只
見耶穌一人在那裏。當那些日子，門徒不提所看見的事，一樣也不告訴人。 
路 12:22~3222 耶穌又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
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 23 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 24 你想，
烏鴉也不種也不收，又沒有倉又沒有庫，神尚且養活牠。你們比飛鳥是何
等地貴重呢！ 25 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 26 這最小的
事，你們尚且不能做，為甚麼還憂慮其餘的事呢？27 「你想，百合花怎麼
長起來？它也不勞苦，也不紡線。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
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 28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裏的
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裏，神還給它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 29 你
們不要求吃甚麼，喝甚麼，也不要掛心， 30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必
須用這些東西，你們的父是知道的。 31 你們只要求他的國，這些東西就必
加給你們了。」32 「你們這小羣，不要懼怕，因為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
你們。 
路 23:32~43 32 又有兩個犯人，和耶穌一同帶來處死。33 到了一個地方，名
叫髑髏地，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又釘了兩個犯人：一個在左邊，
一個在右邊。 34 當下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
不曉得。」兵丁就拈鬮分他的衣服。35 百姓站在那裏觀看。官府也嗤笑他，
說：「他救了別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揀選的，可以救自己吧！」36 兵丁
也戲弄他，上前拿醋送給他喝， 37 說：「你若是猶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
吧！」38 在耶穌以上有一個牌子寫着：「這是猶太人的王。」39 那同釘的
兩個犯人，有一個譏誚他，說：「你不是基督嗎？可以救自己和我們吧！」 
40 那一個就應聲責備他，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神嗎？ 41 我們
是應該的，因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做的相稱，但這個人沒有做過一件不好
的事。」42 就說：「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43 耶穌
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 
路 24:36~49 36 正說這話的時候，耶穌親自站在他們當中，說：「願你們
平安！」37 他們卻驚慌害怕，以為所看見的是魂。 38 耶穌說：「你們為甚
麼愁煩？為甚麼心裏起疑念呢？ 39 你們看我的手，我的腳，就知道實在是
我了。摸我看看！魂無骨無肉，你們看，我是有的。」40 說了這話，就把
手和腳給他們看。 41 他們正喜得不敢信，並且希奇，耶穌就說：「你們這
裏有甚麼吃的沒有？」 42 他們便給他一片燒魚， 43 他接過來，在他們面前
吃了。44 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
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着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45 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使他們能明白聖經， 46 又對他們說：「照經上
所寫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從死裏復活， 47 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
赦罪的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 48 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 49 我要
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
來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