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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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弟兄姐妹參加週三教會禱告聚會及主日早晨 9:15-9-:50 

在正堂的禱告親近主的時刻或在副堂進行的造就課程。 

二、週五讀經聚會是分家聚會，將交通 12 籃第 6 輯的第 5 篇「負

擔與禱告」，請各小組長在聚會前再次通知各組的弟兄姐

妹。也歡迎弟兄姐妹按著各組的地點前往聚會交通。 

三、四月份福音聚會將改在母親節 5/12 進行，請弟兄姐妹為著教

會熱切傳福音禱告，並邀請親友參加，求主使我們尚未信主

的親友能接受主歸入主的名下。 

四、基督見證使團 2019 年夏令會，將於 7 月 4 日(週四) 晚間至 7 

月 7 日 (主日) 中午在 Santa Clarita 市的 The Master’s 

University 舉行。這次特會的主題是「拿撒勒人耶穌」，分別

由史伯誠弟兄和吳爾尼 (Ernest Waldvogel) 弟兄擔任特會信

息的講員，另外下午安排有工作坊。我們誠摯地邀請各地的

聖徒報名參加這次特會，相信主會大大將祝福傾倒下來。 

五、2019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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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份結餘：$     2,008.27 

    三月份奉獻：$   14,602.80 

    三月份支出：$   14,979.01 

    三月份結餘：$     1,6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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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主 日 敬 拜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張清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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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勝中          報告﹕王興桐 
司琴﹕梁雲河弟兄、楊婷婷姐妹 

信息﹕羅馬書第九篇 

       聖靈引我們經歷神的浩大救恩 

詩歌﹕ H#238 保惠師已經來 

經文：羅馬書 8：11，12~17，18~25，26~30，31~39 

      綱要： 

一、治死的靈、兒子的靈與代禱的靈 

二、萬事互相效力使我們得益處 

三、預定、蒙召、稱義、得榮耀 

四、浩大的救恩 

經文： 

羅馬書 8：11 

然而叫耶穌從死裏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裏，那叫基督耶穌從

死裏復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們心裏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

活過來。                          

羅馬書 8：12~17 
12 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去順從肉體活着。 13 

你們若順從肉體活着，必要死；若靠着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

活着。 14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15 你們所受的不

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

爸，父！」 16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17 既是兒女，

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

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羅馬書 8：18~25 
18 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

了。 19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20 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

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21 但受造之物仍然

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22 我們知道一切受

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 23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

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裏歎息，等候得着兒子的名分，乃是我

們的身體得贖。 24 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

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 25 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 

羅馬書 8：26~30 
26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

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 27 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

的意思，因為聖靈照着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

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29 因為他預

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

兄中作長子。 30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

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羅馬書 8：31~39 
31 既是這樣，還有甚麼說的呢？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

呢？ 32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

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嗎？ 33 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有神稱他

們為義了。 34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

裏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35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

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是赤

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 36 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

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37 然而，靠着愛我們的主，

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38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

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39 是高

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