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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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五讀經聚會將在梁弟兄家舉行，交通「以弗所書」

第四章 1-16 節，請弟兄姊妹預讀神寶貴的話語，一同

來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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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在本月二十九日(下主日)舉行福音聚會，將邀請

席涵動姊妹做見證，陳碧秋姊妹傳福音，盼弟兄姊妹為

聚會禱告並多邀親友參加。 
A gospel meeting will be held in the morning of October 29, Sunday.   
Please pray for the meeting and invite friends to come. 

五、我們將在今天中午愛筵後舉行教會事奉聚會，請弟兄姊

妹一同參加。 
Church service meeting will be held on this Sunday afternoon. All are 
welcome to attend. 

六、今天樓下整潔服事將由中文組姊妹們負責。 
Today’s first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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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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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day : 20442 Prestina Way, Walnut, CA 9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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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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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 2:13 你們從前遠離 神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靠

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了。14 因他使我們和睦、［因他是

我們的和睦］將兩下合而為一、拆毀了中間隔斷的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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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六年十月二十二日 

           沈保羅, 冷晶 

冷晶    錢弘   

梁家聲      

 
 祂來尋覓滿了柔情     

弗 2:13 你們從前遠離 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靠

他的血、已經得親近了。 
弗 2:14 因他使我們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們的和睦］將兩

下合而為一、拆毀了中間隔斷的牆． 
弗 2:15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律法上

的規條．為要將兩下、藉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

此便成就了和睦． 
弗 2:16 既在十字架上滅了冤仇、便藉這十字架、使兩下歸

為一體、與 神和好了． 
弗 2:17 並且來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

的人。 
 
一、 

創 3:8 天起了涼風、耶和華 神在園中行走。那人和他

妻子聽見 神的聲音、就藏在園裏的樹木中、躲

避耶和華 神的面。 
創 3:9 耶和華 神呼喚那人、對他說、你在那裏。 

創 4:8 該隱與他兄弟亞伯說話、二人正在田間、該隱起

來打他兄弟亞伯、把他殺了。 
 
 

二、 

 
約 14:27 我留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

們．我所賜的、不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

不要憂愁、也不要膽怯。 
 

 
西 1:20 既然藉他在十字架上所流的血、成就了和

平、便藉他叫萬有、無論是地上的、天上

的、都與自己和好了。 
 

三、 

西 1:21 你們從前與 神隔絕、因惡行、心裏與他為

敵． 
西 1:22 但如今他藉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

和好、都成了聖潔、沒有瑕疵、無可責備、把你

們引到自己面前。 

 

 
 
四、 

加 3:27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了。 
加 3:28 並不分猶太人、希利尼人、自主的、為奴的、

或男或女．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了。 

 

 
 
五、 

林後 5:18 一切都是出於 神、他藉基督使我們與他

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太 5: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了．因為他們必稱為 神的兒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