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nouncements 
一、誠摯地歡迎第一次來聚會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們，願您在

這裡與我們同享神家的愛與交通。 
We sincerely welcome all brothers, sisters and friends.  We wish you 
enjoy the love and fellowship in God’s house. 

二、教會禱告聚會將在週二晚間舉行，盼望主興起更多禱告

勇士，一同來到主寶座前敬拜與祈求。   
May God raise more prayer warriors to pray before His throne in our 
prayer meeting on Tuesday night. 

三、本週讀經聚會將合併於週五在梁弟兄家舉行，將交通「以

弗所書」第一章，歡迎弟兄姊妹邀約親友一同來參加。

(6:45 pm 愛筵, 7:30 pm 聚會) 
Friday night Bible study will be held at Brother Timothy Liang’s house, 
dinner will be served at 6:45 p.m., and meeting starts at 7:30 p.m.  

四、我們已開始主日英文組的聚會，請弟兄姊妹為此聚會禱

告，也特別為神家下一代求祝福。 
English group started to have its separate worship service on Sunday.  
Please pray for the blessings for our next generation. 

五、今天整潔服事將由中文組姊妹們負責。 
Today’s cleaning service will be in charged by all sisters of Chines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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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day Worship 

 10:00a.m.   擘餅聚會  Breaking of Bread 

       福音班          Gospel Class 

 10:45a.m.   信息聚會   Message Meeting 

   兒童主日學  Sunday School 

     Tuesday Prayer Meeting 

     7:30p.m.   敬拜及代禱  Worship and Pray  

        Friday Bible Study Meeting 

     7:30p.m.   聚會   Worship and Study 
 

Sunday : 196 W. Holt Ave., Pomona, CA 91768 
Weekday : 20442 Prestina Way, Walnut, CA 91789  

 
Tel: (909) 586-3814 / (909) 979-4261 

Website: www.casgv.org; E-mail: casgv@aol.com  
 

Come, let us rebuild the wall of Jerusalem,  
and we will no longer be in dis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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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六年九月十日 

           冷晶, 呂兆慶 

呂兆慶     

陳碧秋     沈保羅 

 
455 倚靠耶和華真有福     

代下 20:1 -30
1 此後、摩押人和亞捫人、又有米烏尼人、一同來攻擊約沙法。 
2 有人來報告約沙法說、從海外亞蘭那邊、［亞蘭又作以東］有

大軍來攻擊你、如今他們在哈洗遜他瑪、就是隱基底。 
3 約沙法便懼怕、定意尋求耶和華‧在猶大全地宣告禁食。 
4 於是猶大人聚會、求耶和華幫助‧猶大各城都有人出來尋求耶

和華。 
5 約沙法在猶大和耶路撒冷的會中、站在耶和華殿的新院前、 
6 說、耶和華我們列祖的 神阿、你不是天上的 神麼‧你不是

萬邦萬國的主宰麼。在你手中有大能大力、無人能抵擋你。 
7 我們的 神阿、你不是曾在你民以色列人面前、驅逐這地的居

民、將這地賜給你朋友亞伯拉罕的後裔永遠為業麼。 
8 他們住在這地、又為你的名建造聖所、說、 
9 倘有禍患臨到我們、或刀兵災殃、或瘟疫饑荒、我們在急難的

時候、站在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聽而拯救‧因為你的名在

這殿裏。 
10 從前以色列人出埃及地的時候、你不容以色列人侵犯亞捫人、

摩押人、和西珥山人‧以色列人就離開他們、不滅絕他們。 
11 看哪、他們怎樣報復我們、要來驅逐我們出離你的地、就是你

賜給我們為業之地。 
12 我們的 神阿、你不懲罰他們麼‧因為我們無力抵擋這來攻擊

我們的大軍‧我們也不知道怎樣行、我們的眼目、單仰望你。 
13 猶大眾人、和他們的嬰孩、妻子、兒女、都站在耶和華面前。 
 

14 那時、耶和華的靈在會中臨到利未人亞薩的後裔瑪探雅的元孫

耶利的曾孫比拿雅的孫子撒迦利雅的兒子雅哈悉‧ 
15 他說、猶大眾人、耶路撒冷的居民、和約沙法王、你們請聽、

耶和華對你們如此說、不要因這大軍恐懼、驚惶、因為勝敗不

在乎你們、乃在乎 神。 
16 明日你們要下去迎敵‧他們是從洗斯坡上來‧你們必在耶魯伊

勒曠野前的谷口遇見他們。 
17 猶大和耶路撒冷人哪、這次你們不要爭戰、要擺陣站著、看耶

和華為你們施行拯救‧不要恐懼、也不要驚惶‧明日當出去迎

敵‧因為耶和華與你們同在。 
18 約沙法就面伏於地‧猶大眾人、和耶路撒冷的居民、也俯伏在

耶和華面前、叩拜耶和華。 
19 哥轄族和可拉族的利未人、都起來、用極大的聲音讚美耶和華

以色列的 神。 
20 次日清早眾人起來、往提哥亞的曠野去‧出去的時候、約沙法

站著說、猶大人和耶路撒冷的居民哪、要聽我說、信耶和華你

們的 神、就必立穩‧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 
21 約沙法既與民商議了、就設立歌唱的人、頌讚耶和華、使他們

穿上聖潔的禮服、走在軍前讚美耶和華、說、當稱謝耶和華‧

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22 眾人方唱歌讚美的時候、耶和華就派伏兵擊殺那來攻擊猶大人

的亞捫人、摩押人、和西珥山人‧他們就被打敗了。 
23 因為亞捫人和摩押人起來、擊殺住西珥山的人、將他們滅盡‧

滅盡住西珥山的人之後、他們又彼此自相擊殺。 
24 猶大人來到曠野的望樓、向那大軍觀看、見屍橫遍地、沒有一

個逃脫的。 
25 約沙法和他的百姓就來收取敵人的財物、在屍首中見了許多財

物、珍寶、他們剝脫下來的多得不可攜帶、因為甚多、直收取

了三日。 
26 第四日眾人聚集在比拉迦［就是稱頌的意思］谷、在那裏稱頌

耶和華‧因此那地方名叫比拉迦谷、直到今日。 
27 猶大人、和耶路撒冷人、都歡歡喜喜的回耶路撒冷、約沙法率

領他們‧因為耶和華使他們戰勝仇敵、就歡喜快樂。 
28 他們彈琴、鼓瑟、吹號、來到耶路撒冷、進了耶和華的殿‧ 
29 列邦諸國聽見耶和華戰敗以色列的仇敵、就甚懼怕。 
30 這樣、約沙法的國、得享太平‧因為 神賜他四境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