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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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為著陳祥範弟兄、

周希明姐妹的身體恢復繼續代禱，求主醫治弟兄姐妹身體的

每一個部份。 

二、週五讀經聚會將交通羅馬書第 6 章，請在聚會前閱讀默想主

的話，並在聚會中彼此交通造就。 

三、感謝主！ 今天早上有 6 位弟兄姐妹受浸歸入主的名下。他們

分別是：溫凱皓（Kai Wen）弟兄、李凱恩（Kane Li）弟兄、

何戴佳璇（Elaine He）、孫一田姐妹、戴文卿姐妹、戴沁玲

姐妹。求主繼續祝福帶領受浸的弟兄姐妹一同在教會中成長

並見證主恩。 

四、教會將利用今年國慶日舉辦烤肉活動，歡迎弟兄姐妹共襄盛

舉，當天我們也會一同為著國家和家庭禱告。 

五、基督見證使團夏令特會將於 8/31-9/3 的勞工節長週末舉辦，

主題是「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新耶路撒冷的異象」，地點仍

在 UC Santa Barbara，今年聚會食宿都改在景緻優美的校園

內，請弟兄姐妹今天可先填寫報名單，稍後再繳交報名費

用，並為著大會需要奉獻和代禱。 

六、五月份教會奉獻及支出明細表已完成，報表刊載在副堂佈告

欄，請弟兄姐妹繼續關心神家需要，並竭力奉獻為主使用。 

上月結餘：$2,222.41，本月奉獻：$10,890.00， 

本月支出：$10,142.82，本月結餘：$2,969.59。 

聖 迦 谷 基 督 徒 聚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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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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徒中文讀經--教室 02--王興桐弟兄--適基督徒以中文對話者 
 舊徒英文讀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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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年六月十七日 

主 日 敬 拜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仲   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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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承偉 

領詩﹕張  彤      報告﹕王銘中 

司琴﹕梁雲河弟兄 

信息﹕看哪！神來作救主君王 

第七篇  看哪，主在榮耀裏顯現逮捕了保羅 

詩歌﹕ H# 339 哦，在榮耀裏的基督 

  經文：徒 9:1~8，10~19；11:25~26；13:46~47；16:20~31； 

            28: 1~6，30~31 

       綱要： 

一、在去大馬色路上，主向保羅顯現，逮捕了保羅 

二、保羅從主得著了最高的啟示和最大的信息 

三、信徒稱為基督徒從安提阿開始 

四、保羅稱為外邦人的執事，將福音傳向萬邦 

五、腓立比監內保羅的偉大表現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六、他是個神 

七、保羅傳講神的國，神的國沒有止境 

經文： 
徒 9:1~8 掃羅仍然向主的門徒口吐威嚇兇殺的話，去見大祭司， 2 求文書給大馬色

的各會堂，若是找着信奉這道的人，無論男女，都准他捆綁帶到耶路撒冷。3 掃羅

行路，將到大馬色，忽然從天上發光，四面照着他。 4 他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

對他說：「掃羅，掃羅！你為甚麼逼迫我？」5 他說：「主啊，你是誰？」主說：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6 起來！進城去，你所當做的事，必有人告訴你。」7 同

行的人站在那裏，說不出話來，聽見聲音，卻看不見人。 8 掃羅從地上起來，睜開

眼睛，竟不能看見甚麼。有人拉他的手，領他進了大馬色。 

徒 9:10~19 10 當下，在大馬色有一個門徒，名叫亞拿尼亞。主在異象中對他說：「亞

拿尼亞。」他說：「主，我在這裏。」11 主對他說：「起來！往直街去，在猶大的

家裏，訪問一個大數人，名叫掃羅，他正禱告； 12 又看見了一個人，名叫亞拿尼

亞，進來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見。」13 亞拿尼亞回答說：「主啊，我聽見許多

人說，這人怎樣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聖徒， 14 並且他在這裏有從祭司長得來

的權柄，捆綁一切求告你名的人。」15 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揀

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 16 我也要指示他，為

我的名必須受許多的苦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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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掃羅的眼睛上好像有鱗立刻掉下來，他就能看見，於是起來受

了洗， 19 吃過飯就健壯了。掃羅和大馬色的門徒同住了些日子， 

徒 11:25~26 25 他又往大數去找掃羅， 26 找着了，就帶他到安提阿去。他們足有一

年的工夫和教會一同聚集，教訓了許多人。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 

徒 13:46~47 46 保羅和巴拿巴放膽說：「神的道先講給你們，原是應當的；只因你

們棄絕這道，斷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們就轉向外邦人去。 47 因為主曾這樣吩咐

我們說：『我已經立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極。』」 

徒 16:20~31 20 又帶到官長面前說：「這些人原是猶太人，竟騷擾我們的城， 21 傳

我們羅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規矩。」22 眾人就一同起來攻擊他們。官長吩咐剝

了他們的衣裳，用棍打； 23 打了許多棍，便將他們下在監裏，囑咐禁卒嚴緊看守。 

24 禁卒領了這樣的命，就把他們下在內監裏，兩腳上了木狗。25 約在半夜，保羅和

西拉禱告唱詩讚美神，眾囚犯也側耳而聽。 26 忽然地大震動，甚至監牢的地基都

搖動了，監門立刻全開，眾囚犯的鎖鏈也都鬆開了。 27 禁卒一醒，看見監門全開，

以為囚犯已經逃走，就拔刀要自殺。 28 保羅大聲呼叫說：「不要傷害自己！我們

都在這裏。」29 禁卒叫人拿燈來，就跳進去，戰戰兢兢地俯伏在保羅、西拉面前， 

30 又領他們出來，說：「二位先生，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31 他們說：「當信

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徒 28:1~61 我們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島名叫馬耳他。 2 土人看待我們，有非常的情

分；因為當時下雨，天氣又冷，就生火接待我們眾人。 3 那時，保羅拾起一捆柴，

放在火上，有一條毒蛇，因為熱了出來，咬住他的手。 4 土人看見那毒蛇懸在他手

上，就彼此說：「這人必是個兇手，雖然從海裏救上來，天理還不容他活着。」 5 保

羅竟把那毒蛇甩在火裏，並沒有受傷。 6 土人想他必要腫起來，或是忽然仆倒死了；

看了多時，見他無害，就轉念說：「他是個神！」 

徒 28:30~31 30 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裏住了足足兩年。凡來見他的人，他全都接

待， 31 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將主耶穌基督的事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