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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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交通聚會是哥林多前書的總結交通，各組將聚集於會

所，家聲弟兄將帶領弟兄姐妹來同心追求。 

三、今天是母親節，從下午一點開始有「敬愛母親，家庭蒙福」

攝影活動，歡迎弟兄姐妹一家或一組按次序拍攝。這次活動

仍感謝具有專業攝影水平的仲亮弟兄及邵博姐妹支持。 

四、5/25 (週六)教會將進行今年第一次的會所大掃除，請弟兄姐

妹踴躍參加，會後請與張彤及趙克維弟兄連絡報名聯絡。若

張彤及趙克維弟兄時間上都沒問題，大掃除時間就定 5/25

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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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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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五月十二日 

主 日 福 音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王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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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梁家聲                                  

 領詩﹕王興桐             報告﹕張清海 

司琴﹕梁雲河弟兄、楊婷婷姐妹 

信息﹕基督之愛 

詩歌﹕ H#611 無人像耶穌這樣愛顧我 

                        因著十架愛 

      綱要/經文： 

一、人世間找不著的愛 

約翰壹書 4:9~10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

在此就顯明了。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

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二、在十架上顯明的愛 

羅馬書 5:7~8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8 惟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 

三、完成全備救恩的愛 

哥林多前書 15:3~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

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四、因信作蒙愛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耶穌)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

的兒女。 

 

以賽亞書 53:4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因著十架愛 

主祢的身體為我捨    祢的寶血為我流出 

誠然擔當我的憂患    定意背負我的痛苦 

 

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  因祢受刑罰我得平安 

主啊我回轉到祢面前  我要經歷醫治和平安 

 

醫治和平安 因著十架愛  眾罪得赦免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今我得潔淨 因著十架愛 

 

神家兒女生活六要事 

    1 領 1：每年能領 1 人認識主 

    1 行 2：每日能有 15 分鐘禱告主，15 分鐘明主話 

    1 勤 3：每週聚會盡全意 ( 禱告、交通和敬拜  )，奉獻盡全心、 

                 服事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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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家聲弟兄將帶領弟兄姐妹來同心追求。 

三、今天是母親節，從下午一點開始有「敬愛母親，家庭蒙福」

攝影活動，歡迎弟兄姐妹一家或一組按次序拍攝。這次活動

仍感謝具有專業攝影水平的仲亮弟兄及邵博姐妹支持。 

四、5/25 (週六)教會將進行今年第一次的會所大掃除，請弟兄姐

妹踴躍參加，會後請與張彤及趙克維弟兄連絡報名聯絡。若

張彤及趙克維弟兄時間上都沒問題，大掃除時間就定 5/25

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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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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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五月十二日 

主 日 福 音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王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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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梁家聲                                  

 領詩﹕王興桐             報告﹕張清海 

司琴﹕梁雲河弟兄、楊婷婷姐妹 

信息﹕基督之愛 

詩歌﹕ H#611 無人像耶穌這樣愛顧我 

                        因著十架愛 

      綱要/經文： 

一、人世間找不著的愛 

約翰壹書 4:9~10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

在此就顯明了。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

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二、在十架上顯明的愛 

羅馬書 5:7~8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8 惟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 

三、完成全備救恩的愛 

哥林多前書 15:3~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

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四、因信作蒙愛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耶穌)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

的兒女。 

 

以賽亞書 53:4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因著十架愛 

主祢的身體為我捨    祢的寶血為我流出 

誠然擔當我的憂患    定意背負我的痛苦 

 

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  因祢受刑罰我得平安 

主啊我回轉到祢面前  我要經歷醫治和平安 

 

醫治和平安 因著十架愛  眾罪得赦免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今我得潔淨 因著十架愛 

 

神家兒女生活六要事 

    1 領 1：每年能領 1 人認識主 

    1 行 2：每日能有 15 分鐘禱告主，15 分鐘明主話 

    1 勤 3：每週聚會盡全意 ( 禱告、交通和敬拜  )，奉獻盡全心、 

                 服事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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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交通聚會是哥林多前書的總結交通，各組將聚集於會

所，家聲弟兄將帶領弟兄姐妹來同心追求。 

三、今天是母親節，從下午一點開始有「敬愛母親，家庭蒙福」

攝影活動，歡迎弟兄姐妹一家或一組按次序拍攝。這次活動

仍感謝具有專業攝影水平的仲亮弟兄及邵博姐妹支持。 

四、5/25 (週六)教會將進行今年第一次的會所大掃除，請弟兄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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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感謝具有專業攝影水平的仲亮弟兄及邵博姐妹支持。 

四、5/25 (週六)教會將進行今年第一次的會所大掃除，請弟兄姐

妹踴躍參加，會後請與張彤及趙克維弟兄連絡報名聯絡。若

張彤及趙克維弟兄時間上都沒問題，大掃除時間就定 5/25

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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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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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五月十二日 

主 日 福 音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王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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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梁家聲                                  

 領詩﹕王興桐             報告﹕張清海 

司琴﹕梁雲河弟兄、楊婷婷姐妹 

信息﹕基督之愛 

詩歌﹕ H#611 無人像耶穌這樣愛顧我 

                        因著十架愛 

      綱要/經文： 

一、人世間找不著的愛 

約翰壹書 4:9~10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

在此就顯明了。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

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二、在十架上顯明的愛 

羅馬書 5:7~8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8 惟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 

三、完成全備救恩的愛 

哥林多前書 15:3~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

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四、因信作蒙愛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耶穌)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

的兒女。 

 

以賽亞書 53:4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因著十架愛 

主祢的身體為我捨    祢的寶血為我流出 

誠然擔當我的憂患    定意背負我的痛苦 

 

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  因祢受刑罰我得平安 

主啊我回轉到祢面前  我要經歷醫治和平安 

 

醫治和平安 因著十架愛  眾罪得赦免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今我得潔淨 因著十架愛 

 

神家兒女生活六要事 

    1 領 1：每年能領 1 人認識主 

    1 行 2：每日能有 15 分鐘禱告主，15 分鐘明主話 

    1 勤 3：每週聚會盡全意 ( 禱告、交通和敬拜  )，奉獻盡全心、 

                 服事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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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交通聚會是哥林多前書的總結交通，各組將聚集於會

所，家聲弟兄將帶領弟兄姐妹來同心追求。 

三、今天是母親節，從下午一點開始有「敬愛母親，家庭蒙福」

攝影活動，歡迎弟兄姐妹一家或一組按次序拍攝。這次活動

仍感謝具有專業攝影水平的仲亮弟兄及邵博姐妹支持。 

四、5/25 (週六)教會將進行今年第一次的會所大掃除，請弟兄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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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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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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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五月十二日 

主 日 福 音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王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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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梁家聲                                  

 領詩﹕王興桐             報告﹕張清海 

司琴﹕梁雲河弟兄、楊婷婷姐妹 

信息﹕基督之愛 

詩歌﹕ H#611 無人像耶穌這樣愛顧我 

                        因著十架愛 

      綱要/經文： 

一、人世間找不著的愛 

約翰壹書 4:9~10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

在此就顯明了。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

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二、在十架上顯明的愛 

羅馬書 5:7~8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8 惟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 

三、完成全備救恩的愛 

哥林多前書 15:3~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

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四、因信作蒙愛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耶穌)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

的兒女。 

 

以賽亞書 53:4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因著十架愛 

主祢的身體為我捨    祢的寶血為我流出 

誠然擔當我的憂患    定意背負我的痛苦 

 

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  因祢受刑罰我得平安 

主啊我回轉到祢面前  我要經歷醫治和平安 

 

醫治和平安 因著十架愛  眾罪得赦免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今我得潔淨 因著十架愛 

 

神家兒女生活六要事 

    1 領 1：每年能領 1 人認識主 

    1 行 2：每日能有 15 分鐘禱告主，15 分鐘明主話 

    1 勤 3：每週聚會盡全意 ( 禱告、交通和敬拜  )，奉獻盡全心、 

                 服事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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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交通聚會是哥林多前書的總結交通，各組將聚集於會

所，家聲弟兄將帶領弟兄姐妹來同心追求。 

三、今天是母親節，從下午一點開始有「敬愛母親，家庭蒙福」

攝影活動，歡迎弟兄姐妹一家或一組按次序拍攝。這次活動

仍感謝具有專業攝影水平的仲亮弟兄及邵博姐妹支持。 

四、5/25 (週六)教會將進行今年第一次的會所大掃除，請弟兄姐

妹踴躍參加，會後請與張彤及趙克維弟兄連絡報名聯絡。若

張彤及趙克維弟兄時間上都沒問題，大掃除時間就定 5/25

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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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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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五月十二日 

主 日 福 音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王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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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梁家聲                                  

 領詩﹕王興桐             報告﹕張清海 

司琴﹕梁雲河弟兄、楊婷婷姐妹 

信息﹕基督之愛 

詩歌﹕ H#611 無人像耶穌這樣愛顧我 

                        因著十架愛 

      綱要/經文： 

一、人世間找不著的愛 

約翰壹書 4:9~10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

在此就顯明了。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

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二、在十架上顯明的愛 

羅馬書 5:7~8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8 惟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 

三、完成全備救恩的愛 

哥林多前書 15:3~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

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四、因信作蒙愛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耶穌)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

的兒女。 

 

以賽亞書 53:4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因著十架愛 

主祢的身體為我捨    祢的寶血為我流出 

誠然擔當我的憂患    定意背負我的痛苦 

 

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  因祢受刑罰我得平安 

主啊我回轉到祢面前  我要經歷醫治和平安 

 

醫治和平安 因著十架愛  眾罪得赦免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今我得潔淨 因著十架愛 

 

神家兒女生活六要事 

    1 領 1：每年能領 1 人認識主 

    1 行 2：每日能有 15 分鐘禱告主，15 分鐘明主話 

    1 勤 3：每週聚會盡全意 ( 禱告、交通和敬拜  )，奉獻盡全心、 

                 服事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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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交通聚會是哥林多前書的總結交通，各組將聚集於會

所，家聲弟兄將帶領弟兄姐妹來同心追求。 

三、今天是母親節，從下午一點開始有「敬愛母親，家庭蒙福」

攝影活動，歡迎弟兄姐妹一家或一組按次序拍攝。這次活動

仍感謝具有專業攝影水平的仲亮弟兄及邵博姐妹支持。 

四、5/25 (週六)教會將進行今年第一次的會所大掃除，請弟兄姐

妹踴躍參加，會後請與張彤及趙克維弟兄連絡報名聯絡。若

張彤及趙克維弟兄時間上都沒問題，大掃除時間就定 5/25

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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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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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五月十二日 

主 日 福 音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王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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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梁家聲                                  

 領詩﹕王興桐             報告﹕張清海 

司琴﹕梁雲河弟兄、楊婷婷姐妹 

信息﹕基督之愛 

詩歌﹕ H#611 無人像耶穌這樣愛顧我 

                        因著十架愛 

      綱要/經文： 

一、人世間找不著的愛 

約翰壹書 4:9~10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

在此就顯明了。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

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二、在十架上顯明的愛 

羅馬書 5:7~8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8 惟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 

三、完成全備救恩的愛 

哥林多前書 15:3~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

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四、因信作蒙愛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耶穌)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

的兒女。 

 

以賽亞書 53:4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因著十架愛 

主祢的身體為我捨    祢的寶血為我流出 

誠然擔當我的憂患    定意背負我的痛苦 

 

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  因祢受刑罰我得平安 

主啊我回轉到祢面前  我要經歷醫治和平安 

 

醫治和平安 因著十架愛  眾罪得赦免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今我得潔淨 因著十架愛 

 

神家兒女生活六要事 

    1 領 1：每年能領 1 人認識主 

    1 行 2：每日能有 15 分鐘禱告主，15 分鐘明主話 

    1 勤 3：每週聚會盡全意 ( 禱告、交通和敬拜  )，奉獻盡全心、 

                 服事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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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交通聚會是哥林多前書的總結交通，各組將聚集於會

所，家聲弟兄將帶領弟兄姐妹來同心追求。 

三、今天是母親節，從下午一點開始有「敬愛母親，家庭蒙福」

攝影活動，歡迎弟兄姐妹一家或一組按次序拍攝。這次活動

仍感謝具有專業攝影水平的仲亮弟兄及邵博姐妹支持。 

四、5/25 (週六)教會將進行今年第一次的會所大掃除，請弟兄姐

妹踴躍參加，會後請與張彤及趙克維弟兄連絡報名聯絡。若

張彤及趙克維弟兄時間上都沒問題，大掃除時間就定 5/25

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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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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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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五月十二日 

主 日 福 音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王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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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梁家聲                                  

 領詩﹕王興桐             報告﹕張清海 

司琴﹕梁雲河弟兄、楊婷婷姐妹 

信息﹕基督之愛 

詩歌﹕ H#611 無人像耶穌這樣愛顧我 

                        因著十架愛 

      綱要/經文： 

一、人世間找不著的愛 

約翰壹書 4:9~10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

在此就顯明了。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

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二、在十架上顯明的愛 

羅馬書 5:7~8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8 惟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 

三、完成全備救恩的愛 

哥林多前書 15:3~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

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四、因信作蒙愛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耶穌)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

的兒女。 

 

以賽亞書 53:4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因著十架愛 

主祢的身體為我捨    祢的寶血為我流出 

誠然擔當我的憂患    定意背負我的痛苦 

 

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  因祢受刑罰我得平安 

主啊我回轉到祢面前  我要經歷醫治和平安 

 

醫治和平安 因著十架愛  眾罪得赦免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今我得潔淨 因著十架愛 

 

神家兒女生活六要事 

    1 領 1：每年能領 1 人認識主 

    1 行 2：每日能有 15 分鐘禱告主，15 分鐘明主話 

    1 勤 3：每週聚會盡全意 ( 禱告、交通和敬拜  )，奉獻盡全心、 

                 服事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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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交通聚會是哥林多前書的總結交通，各組將聚集於會

所，家聲弟兄將帶領弟兄姐妹來同心追求。 

三、今天是母親節，從下午一點開始有「敬愛母親，家庭蒙福」

攝影活動，歡迎弟兄姐妹一家或一組按次序拍攝。這次活動

仍感謝具有專業攝影水平的仲亮弟兄及邵博姐妹支持。 

四、5/25 (週六)教會將進行今年第一次的會所大掃除，請弟兄姐

妹踴躍參加，會後請與張彤及趙克維弟兄連絡報名聯絡。若

張彤及趙克維弟兄時間上都沒問題，大掃除時間就定 5/25

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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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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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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五月十二日 

主 日 福 音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王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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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梁家聲                                  

 領詩﹕王興桐             報告﹕張清海 

司琴﹕梁雲河弟兄、楊婷婷姐妹 

信息﹕基督之愛 

詩歌﹕ H#611 無人像耶穌這樣愛顧我 

                        因著十架愛 

      綱要/經文： 

一、人世間找不著的愛 

約翰壹書 4:9~10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

在此就顯明了。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

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二、在十架上顯明的愛 

羅馬書 5:7~8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8 惟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 

三、完成全備救恩的愛 

哥林多前書 15:3~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

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四、因信作蒙愛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耶穌)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

的兒女。 

 

以賽亞書 53:4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因著十架愛 

主祢的身體為我捨    祢的寶血為我流出 

誠然擔當我的憂患    定意背負我的痛苦 

 

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  因祢受刑罰我得平安 

主啊我回轉到祢面前  我要經歷醫治和平安 

 

醫治和平安 因著十架愛  眾罪得赦免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今我得潔淨 因著十架愛 

 

神家兒女生活六要事 

    1 領 1：每年能領 1 人認識主 

    1 行 2：每日能有 15 分鐘禱告主，15 分鐘明主話 

    1 勤 3：每週聚會盡全意 ( 禱告、交通和敬拜  )，奉獻盡全心、 

                 服事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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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交通聚會是哥林多前書的總結交通，各組將聚集於會

所，家聲弟兄將帶領弟兄姐妹來同心追求。 

三、今天是母親節，從下午一點開始有「敬愛母親，家庭蒙福」

攝影活動，歡迎弟兄姐妹一家或一組按次序拍攝。這次活動

仍感謝具有專業攝影水平的仲亮弟兄及邵博姐妹支持。 

四、5/25 (週六)教會將進行今年第一次的會所大掃除，請弟兄姐

妹踴躍參加，會後請與張彤及趙克維弟兄連絡報名聯絡。若

張彤及趙克維弟兄時間上都沒問題，大掃除時間就定 5/25

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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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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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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五月十二日 

主 日 福 音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王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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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梁家聲                                  

 領詩﹕王興桐             報告﹕張清海 

司琴﹕梁雲河弟兄、楊婷婷姐妹 

信息﹕基督之愛 

詩歌﹕ H#611 無人像耶穌這樣愛顧我 

                        因著十架愛 

      綱要/經文： 

一、人世間找不著的愛 

約翰壹書 4:9~10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

在此就顯明了。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

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二、在十架上顯明的愛 

羅馬書 5:7~8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8 惟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 

三、完成全備救恩的愛 

哥林多前書 15:3~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

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四、因信作蒙愛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耶穌)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

的兒女。 

 

以賽亞書 53:4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因著十架愛 

主祢的身體為我捨    祢的寶血為我流出 

誠然擔當我的憂患    定意背負我的痛苦 

 

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  因祢受刑罰我得平安 

主啊我回轉到祢面前  我要經歷醫治和平安 

 

醫治和平安 因著十架愛  眾罪得赦免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今我得潔淨 因著十架愛 

 

神家兒女生活六要事 

    1 領 1：每年能領 1 人認識主 

    1 行 2：每日能有 15 分鐘禱告主，15 分鐘明主話 

    1 勤 3：每週聚會盡全意 ( 禱告、交通和敬拜  )，奉獻盡全心、 

                 服事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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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交通聚會是哥林多前書的總結交通，各組將聚集於會

所，家聲弟兄將帶領弟兄姐妹來同心追求。 

三、今天是母親節，從下午一點開始有「敬愛母親，家庭蒙福」

攝影活動，歡迎弟兄姐妹一家或一組按次序拍攝。這次活動

仍感謝具有專業攝影水平的仲亮弟兄及邵博姐妹支持。 

四、5/25 (週六)教會將進行今年第一次的會所大掃除，請弟兄姐

妹踴躍參加，會後請與張彤及趙克維弟兄連絡報名聯絡。若

張彤及趙克維弟兄時間上都沒問題，大掃除時間就定 5/25

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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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 迦 谷 基 督 徒 聚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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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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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五月十二日 

主 日 福 音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王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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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梁家聲                                  

 領詩﹕王興桐             報告﹕張清海 

司琴﹕梁雲河弟兄、楊婷婷姐妹 

信息﹕基督之愛 

詩歌﹕ H#611 無人像耶穌這樣愛顧我 

                        因著十架愛 

      綱要/經文： 

一、人世間找不著的愛 

約翰壹書 4:9~10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

在此就顯明了。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

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二、在十架上顯明的愛 

羅馬書 5:7~8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8 惟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 

三、完成全備救恩的愛 

哥林多前書 15:3~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

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四、因信作蒙愛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耶穌)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

的兒女。 

 

以賽亞書 53:4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因著十架愛 

主祢的身體為我捨    祢的寶血為我流出 

誠然擔當我的憂患    定意背負我的痛苦 

 

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  因祢受刑罰我得平安 

主啊我回轉到祢面前  我要經歷醫治和平安 

 

醫治和平安 因著十架愛  眾罪得赦免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今我得潔淨 因著十架愛 

 

神家兒女生活六要事 

    1 領 1：每年能領 1 人認識主 

    1 行 2：每日能有 15 分鐘禱告主，15 分鐘明主話 

    1 勤 3：每週聚會盡全意 ( 禱告、交通和敬拜  )，奉獻盡全心、 

                 服事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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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交通聚會是哥林多前書的總結交通，各組將聚集於會

所，家聲弟兄將帶領弟兄姐妹來同心追求。 

三、今天是母親節，從下午一點開始有「敬愛母親，家庭蒙福」

攝影活動，歡迎弟兄姐妹一家或一組按次序拍攝。這次活動

仍感謝具有專業攝影水平的仲亮弟兄及邵博姐妹支持。 

四、5/25 (週六)教會將進行今年第一次的會所大掃除，請弟兄姐

妹踴躍參加，會後請與張彤及趙克維弟兄連絡報名聯絡。若

張彤及趙克維弟兄時間上都沒問題，大掃除時間就定 5/25

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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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 迦 谷 基 督 徒 聚 會 

Christian Assembly of San Gabriel Valley 
www.west.casg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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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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五月十二日 

主 日 福 音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王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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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梁家聲                                  

 領詩﹕王興桐             報告﹕張清海 

司琴﹕梁雲河弟兄、楊婷婷姐妹 

信息﹕基督之愛 

詩歌﹕ H#611 無人像耶穌這樣愛顧我 

                        因著十架愛 

      綱要/經文： 

一、人世間找不著的愛 

約翰壹書 4:9~10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

在此就顯明了。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

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二、在十架上顯明的愛 

羅馬書 5:7~8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8 惟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 

三、完成全備救恩的愛 

哥林多前書 15:3~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

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四、因信作蒙愛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耶穌)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

的兒女。 

 

以賽亞書 53:4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因著十架愛 

主祢的身體為我捨    祢的寶血為我流出 

誠然擔當我的憂患    定意背負我的痛苦 

 

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  因祢受刑罰我得平安 

主啊我回轉到祢面前  我要經歷醫治和平安 

 

醫治和平安 因著十架愛  眾罪得赦免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今我得潔淨 因著十架愛 

 

神家兒女生活六要事 

    1 領 1：每年能領 1 人認識主 

    1 行 2：每日能有 15 分鐘禱告主，15 分鐘明主話 

    1 勤 3：每週聚會盡全意 ( 禱告、交通和敬拜  )，奉獻盡全心、 

                 服事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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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交通聚會是哥林多前書的總結交通，各組將聚集於會

所，家聲弟兄將帶領弟兄姐妹來同心追求。 

三、今天是母親節，從下午一點開始有「敬愛母親，家庭蒙福」

攝影活動，歡迎弟兄姐妹一家或一組按次序拍攝。這次活動

仍感謝具有專業攝影水平的仲亮弟兄及邵博姐妹支持。 

四、5/25 (週六)教會將進行今年第一次的會所大掃除，請弟兄姐

妹踴躍參加，會後請與張彤及趙克維弟兄連絡報名聯絡。若

張彤及趙克維弟兄時間上都沒問題，大掃除時間就定 5/25

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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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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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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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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五月十二日 

主 日 福 音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王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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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梁家聲                                  

 領詩﹕王興桐             報告﹕張清海 

司琴﹕梁雲河弟兄、楊婷婷姐妹 

信息﹕基督之愛 

詩歌﹕ H#611 無人像耶穌這樣愛顧我 

                        因著十架愛 

      綱要/經文： 

一、人世間找不著的愛 

約翰壹書 4:9~10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

在此就顯明了。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

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二、在十架上顯明的愛 

羅馬書 5:7~8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8 惟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 

三、完成全備救恩的愛 

哥林多前書 15:3~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

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四、因信作蒙愛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耶穌)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

的兒女。 

 

以賽亞書 53:4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因著十架愛 

主祢的身體為我捨    祢的寶血為我流出 

誠然擔當我的憂患    定意背負我的痛苦 

 

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  因祢受刑罰我得平安 

主啊我回轉到祢面前  我要經歷醫治和平安 

 

醫治和平安 因著十架愛  眾罪得赦免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今我得潔淨 因著十架愛 

 

神家兒女生活六要事 

    1 領 1：每年能領 1 人認識主 

    1 行 2：每日能有 15 分鐘禱告主，15 分鐘明主話 

    1 勤 3：每週聚會盡全意 ( 禱告、交通和敬拜  )，奉獻盡全心、 

                 服事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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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交通聚會是哥林多前書的總結交通，各組將聚集於會

所，家聲弟兄將帶領弟兄姐妹來同心追求。 

三、今天是母親節，從下午一點開始有「敬愛母親，家庭蒙福」

攝影活動，歡迎弟兄姐妹一家或一組按次序拍攝。這次活動

仍感謝具有專業攝影水平的仲亮弟兄及邵博姐妹支持。 

四、5/25 (週六)教會將進行今年第一次的會所大掃除，請弟兄姐

妹踴躍參加，會後請與張彤及趙克維弟兄連絡報名聯絡。若

張彤及趙克維弟兄時間上都沒問題，大掃除時間就定 5/25

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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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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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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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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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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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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五月十二日 

主 日 福 音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王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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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梁家聲                                  

 領詩﹕王興桐             報告﹕張清海 

司琴﹕梁雲河弟兄、楊婷婷姐妹 

信息﹕基督之愛 

詩歌﹕ H#611 無人像耶穌這樣愛顧我 

                        因著十架愛 

      綱要/經文： 

一、人世間找不著的愛 

約翰壹書 4:9~10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

在此就顯明了。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

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二、在十架上顯明的愛 

羅馬書 5:7~8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8 惟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 

三、完成全備救恩的愛 

哥林多前書 15:3~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

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四、因信作蒙愛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耶穌)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

的兒女。 

 

以賽亞書 53:4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因著十架愛 

主祢的身體為我捨    祢的寶血為我流出 

誠然擔當我的憂患    定意背負我的痛苦 

 

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  因祢受刑罰我得平安 

主啊我回轉到祢面前  我要經歷醫治和平安 

 

醫治和平安 因著十架愛  眾罪得赦免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今我得潔淨 因著十架愛 

 

神家兒女生活六要事 

    1 領 1：每年能領 1 人認識主 

    1 行 2：每日能有 15 分鐘禱告主，15 分鐘明主話 

    1 勤 3：每週聚會盡全意 ( 禱告、交通和敬拜  )，奉獻盡全心、 

                 服事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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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交通聚會是哥林多前書的總結交通，各組將聚集於會

所，家聲弟兄將帶領弟兄姐妹來同心追求。 

三、今天是母親節，從下午一點開始有「敬愛母親，家庭蒙福」

攝影活動，歡迎弟兄姐妹一家或一組按次序拍攝。這次活動

仍感謝具有專業攝影水平的仲亮弟兄及邵博姐妹支持。 

四、5/25 (週六)教會將進行今年第一次的會所大掃除，請弟兄姐

妹踴躍參加，會後請與張彤及趙克維弟兄連絡報名聯絡。若

張彤及趙克維弟兄時間上都沒問題，大掃除時間就定 5/25

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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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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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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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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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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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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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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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五月十二日 

主 日 福 音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王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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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梁家聲                                  

 領詩﹕王興桐             報告﹕張清海 

司琴﹕梁雲河弟兄、楊婷婷姐妹 

信息﹕基督之愛 

詩歌﹕ H#611 無人像耶穌這樣愛顧我 

                        因著十架愛 

      綱要/經文： 

一、人世間找不著的愛 

約翰壹書 4:9~10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

在此就顯明了。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

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二、在十架上顯明的愛 

羅馬書 5:7~8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8 惟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 

三、完成全備救恩的愛 

哥林多前書 15:3~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

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四、因信作蒙愛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耶穌)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

的兒女。 

 

以賽亞書 53:4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因著十架愛 

主祢的身體為我捨    祢的寶血為我流出 

誠然擔當我的憂患    定意背負我的痛苦 

 

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  因祢受刑罰我得平安 

主啊我回轉到祢面前  我要經歷醫治和平安 

 

醫治和平安 因著十架愛  眾罪得赦免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今我得潔淨 因著十架愛 

 

神家兒女生活六要事 

    1 領 1：每年能領 1 人認識主 

    1 行 2：每日能有 15 分鐘禱告主，15 分鐘明主話 

    1 勤 3：每週聚會盡全意 ( 禱告、交通和敬拜  )，奉獻盡全心、 

                 服事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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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交通聚會是哥林多前書的總結交通，各組將聚集於會

所，家聲弟兄將帶領弟兄姐妹來同心追求。 

三、今天是母親節，從下午一點開始有「敬愛母親，家庭蒙福」

攝影活動，歡迎弟兄姐妹一家或一組按次序拍攝。這次活動

仍感謝具有專業攝影水平的仲亮弟兄及邵博姐妹支持。 

四、5/25 (週六)教會將進行今年第一次的會所大掃除，請弟兄姐

妹踴躍參加，會後請與張彤及趙克維弟兄連絡報名聯絡。若

張彤及趙克維弟兄時間上都沒問題，大掃除時間就定 5/25

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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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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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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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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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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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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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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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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聲                                  

 領詩﹕王興桐             報告﹕張清海 

司琴﹕梁雲河弟兄、楊婷婷姐妹 

信息﹕基督之愛 

詩歌﹕ H#611 無人像耶穌這樣愛顧我 

                        因著十架愛 

      綱要/經文： 

一、人世間找不著的愛 

約翰壹書 4:9~10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

在此就顯明了。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

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二、在十架上顯明的愛 

羅馬書 5:7~8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8 惟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 

三、完成全備救恩的愛 

哥林多前書 15:3~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

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四、因信作蒙愛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耶穌)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

的兒女。 

 

以賽亞書 53:4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因著十架愛 

主祢的身體為我捨    祢的寶血為我流出 

誠然擔當我的憂患    定意背負我的痛苦 

 

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  因祢受刑罰我得平安 

主啊我回轉到祢面前  我要經歷醫治和平安 

 

醫治和平安 因著十架愛  眾罪得赦免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今我得潔淨 因著十架愛 

 

神家兒女生活六要事 

    1 領 1：每年能領 1 人認識主 

    1 行 2：每日能有 15 分鐘禱告主，15 分鐘明主話 

    1 勤 3：每週聚會盡全意 ( 禱告、交通和敬拜  )，奉獻盡全心、 

                 服事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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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交通聚會是哥林多前書的總結交通，各組將聚集於會

所，家聲弟兄將帶領弟兄姐妹來同心追求。 

三、今天是母親節，從下午一點開始有「敬愛母親，家庭蒙福」

攝影活動，歡迎弟兄姐妹一家或一組按次序拍攝。這次活動

仍感謝具有專業攝影水平的仲亮弟兄及邵博姐妹支持。 

四、5/25 (週六)教會將進行今年第一次的會所大掃除，請弟兄姐

妹踴躍參加，會後請與張彤及趙克維弟兄連絡報名聯絡。若

張彤及趙克維弟兄時間上都沒問題，大掃除時間就定 5/25

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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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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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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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琴﹕梁雲河弟兄、楊婷婷姐妹 

信息﹕基督之愛 

詩歌﹕ H#611 無人像耶穌這樣愛顧我 

                        因著十架愛 

      綱要/經文： 

一、人世間找不著的愛 

約翰壹書 4:9~10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

在此就顯明了。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

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二、在十架上顯明的愛 

羅馬書 5:7~8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8 惟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 

三、完成全備救恩的愛 

哥林多前書 15:3~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

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四、因信作蒙愛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耶穌)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

的兒女。 

 

以賽亞書 53:4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因著十架愛 

主祢的身體為我捨    祢的寶血為我流出 

誠然擔當我的憂患    定意背負我的痛苦 

 

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  因祢受刑罰我得平安 

主啊我回轉到祢面前  我要經歷醫治和平安 

 

醫治和平安 因著十架愛  眾罪得赦免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今我得潔淨 因著十架愛 

 

神家兒女生活六要事 

    1 領 1：每年能領 1 人認識主 

    1 行 2：每日能有 15 分鐘禱告主，15 分鐘明主話 

    1 勤 3：每週聚會盡全意 ( 禱告、交通和敬拜  )，奉獻盡全心、 

                 服事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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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交通聚會是哥林多前書的總結交通，各組將聚集於會

所，家聲弟兄將帶領弟兄姐妹來同心追求。 

三、今天是母親節，從下午一點開始有「敬愛母親，家庭蒙福」

攝影活動，歡迎弟兄姐妹一家或一組按次序拍攝。這次活動

仍感謝具有專業攝影水平的仲亮弟兄及邵博姐妹支持。 

四、5/25 (週六)教會將進行今年第一次的會所大掃除，請弟兄姐

妹踴躍參加，會後請與張彤及趙克維弟兄連絡報名聯絡。若

張彤及趙克維弟兄時間上都沒問題，大掃除時間就定 5/25

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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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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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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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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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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壹書 4:9~10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

在此就顯明了。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

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二、在十架上顯明的愛 

羅馬書 5:7~8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8 惟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 

三、完成全備救恩的愛 

哥林多前書 15:3~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

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四、因信作蒙愛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耶穌)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

的兒女。 

 

以賽亞書 53:4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因著十架愛 

主祢的身體為我捨    祢的寶血為我流出 

誠然擔當我的憂患    定意背負我的痛苦 

 

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  因祢受刑罰我得平安 

主啊我回轉到祢面前  我要經歷醫治和平安 

 

醫治和平安 因著十架愛  眾罪得赦免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今我得潔淨 因著十架愛 

 

神家兒女生活六要事 

    1 領 1：每年能領 1 人認識主 

    1 行 2：每日能有 15 分鐘禱告主，15 分鐘明主話 

    1 勤 3：每週聚會盡全意 ( 禱告、交通和敬拜  )，奉獻盡全心、 

                 服事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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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交通聚會是哥林多前書的總結交通，各組將聚集於會

所，家聲弟兄將帶領弟兄姐妹來同心追求。 

三、今天是母親節，從下午一點開始有「敬愛母親，家庭蒙福」

攝影活動，歡迎弟兄姐妹一家或一組按次序拍攝。這次活動

仍感謝具有專業攝影水平的仲亮弟兄及邵博姐妹支持。 

四、5/25 (週六)教會將進行今年第一次的會所大掃除，請弟兄姐

妹踴躍參加，會後請與張彤及趙克維弟兄連絡報名聯絡。若

張彤及趙克維弟兄時間上都沒問題，大掃除時間就定 5/25

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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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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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五月十二日 

主 日 福 音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王銘中，王興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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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詩﹕王興桐             報告﹕張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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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十架上顯明的愛 

羅馬書 5:7~8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8 惟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 

三、完成全備救恩的愛 

哥林多前書 15:3~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

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四、因信作蒙愛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耶穌)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

的兒女。 

 

以賽亞書 53:4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因著十架愛 

主祢的身體為我捨    祢的寶血為我流出 

誠然擔當我的憂患    定意背負我的痛苦 

 

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  因祢受刑罰我得平安 

主啊我回轉到祢面前  我要經歷醫治和平安 

 

醫治和平安 因著十架愛  眾罪得赦免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今我得潔淨 因著十架愛 

 

神家兒女生活六要事 

    1 領 1：每年能領 1 人認識主 

    1 行 2：每日能有 15 分鐘禱告主，15 分鐘明主話 

    1 勤 3：每週聚會盡全意 ( 禱告、交通和敬拜  )，奉獻盡全心、 

                 服事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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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交通聚會是哥林多前書的總結交通，各組將聚集於會

所，家聲弟兄將帶領弟兄姐妹來同心追求。 

三、今天是母親節，從下午一點開始有「敬愛母親，家庭蒙福」

攝影活動，歡迎弟兄姐妹一家或一組按次序拍攝。這次活動

仍感謝具有專業攝影水平的仲亮弟兄及邵博姐妹支持。 

四、5/25 (週六)教會將進行今年第一次的會所大掃除，請弟兄姐

妹踴躍參加，會後請與張彤及趙克維弟兄連絡報名聯絡。若

張彤及趙克維弟兄時間上都沒問題，大掃除時間就定 5/25

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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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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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五月十二日 

主 日 福 音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王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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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梁家聲                                  

 領詩﹕王興桐             報告﹕張清海 

司琴﹕梁雲河弟兄、楊婷婷姐妹 

信息﹕基督之愛 

詩歌﹕ H#611 無人像耶穌這樣愛顧我 

                        因著十架愛 

      綱要/經文： 

一、人世間找不著的愛 

約翰壹書 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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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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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成全備救恩的愛 

哥林多前書 15:3~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

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四、因信作蒙愛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耶穌)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

的兒女。 

 

以賽亞書 53:4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因著十架愛 

主祢的身體為我捨    祢的寶血為我流出 

誠然擔當我的憂患    定意背負我的痛苦 

 

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  因祢受刑罰我得平安 

主啊我回轉到祢面前  我要經歷醫治和平安 

 

醫治和平安 因著十架愛  眾罪得赦免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今我得潔淨 因著十架愛 

 

神家兒女生活六要事 

    1 領 1：每年能領 1 人認識主 

    1 行 2：每日能有 15 分鐘禱告主，15 分鐘明主話 

    1 勤 3：每週聚會盡全意 ( 禱告、交通和敬拜  )，奉獻盡全心、 

                 服事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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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交通聚會是哥林多前書的總結交通，各組將聚集於會

所，家聲弟兄將帶領弟兄姐妹來同心追求。 

三、今天是母親節，從下午一點開始有「敬愛母親，家庭蒙福」

攝影活動，歡迎弟兄姐妹一家或一組按次序拍攝。這次活動

仍感謝具有專業攝影水平的仲亮弟兄及邵博姐妹支持。 

四、5/25 (週六)教會將進行今年第一次的會所大掃除，請弟兄姐

妹踴躍參加，會後請與張彤及趙克維弟兄連絡報名聯絡。若

張彤及趙克維弟兄時間上都沒問題，大掃除時間就定 5/25

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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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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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五月十二日 

主 日 福 音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王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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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梁家聲                                  

 領詩﹕王興桐             報告﹕張清海 

司琴﹕梁雲河弟兄、楊婷婷姐妹 

信息﹕基督之愛 

詩歌﹕ H#611 無人像耶穌這樣愛顧我 

                        因著十架愛 

      綱要/經文： 

一、人世間找不著的愛 

約翰壹書 4:9~10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

在此就顯明了。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

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二、在十架上顯明的愛 

羅馬書 5:7~8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8 惟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 

三、完成全備救恩的愛 

哥林多前書 15:3~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

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四、因信作蒙愛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耶穌)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

的兒女。 

 

以賽亞書 53:4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因著十架愛 

主祢的身體為我捨    祢的寶血為我流出 

誠然擔當我的憂患    定意背負我的痛苦 

 

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  因祢受刑罰我得平安 

主啊我回轉到祢面前  我要經歷醫治和平安 

 

醫治和平安 因著十架愛  眾罪得赦免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  今我得潔淨 因著十架愛 

 

神家兒女生活六要事 

    1 領 1：每年能領 1 人認識主 

    1 行 2：每日能有 15 分鐘禱告主，15 分鐘明主話 

    1 勤 3：每週聚會盡全意 ( 禱告、交通和敬拜  )，奉獻盡全心、 

                 服事盡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