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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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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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 SAT 課程的老師將在十一月五日(下主日)下午十二

時半至一時半舉行加州大學申請講座，歡迎大家邀請家

長參加。 
SAT Review Class will hold a PTA meeting at 12:30 pm, in which 
information about UC college application will be included. 

五、為兒童(1-8 年級)預備的中文班已開始報名，願意參加

的家長請在招待處拿報名簡章，填妥後交施佩琳姊妹。 
Chinese class prepared for 1st to 8th graders is starting registration. 
Please fill up the form and give it to sister Kelly. 

六、今天樓下整潔服事將由中文組弟兄們負責。 
Today’s first floor cleaning service will be in charged by all brothers of 
Chinese group. 

七、冬令會預定從 12 / 30 / 2006 (週六) 至 01 / 01 /2007 (週一)
於 Forest Home Lakeview 舉行，請弟兄姊妹和朋友們儘早

報名。此次冬令會的主題為「和平的福音」(弗 2:17)，
總管：沈保羅弟兄；報名: 陳碧秋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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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羅 10:9  你若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 神叫他從死裏

復活，就必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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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六年十月二十九日 

           冷晶, 錢弘 

敬拜小組   席涵動   

陳碧秋    沈保羅   

 
#448  神必定顧念你; #605 救主捨命,心破碎 

   1. 人乃是按神的形象所造  
創 1:26 神說：「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

式造人，使他們管理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

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切昆蟲。」 

賽 43:7 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

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2. 有神的靈住在人的裡面 
創 2:7 耶和華 神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

孔裏，他就成了有靈的活人，名叫亞當。 

 

   1. 罪因一人而來  
羅 5:12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了世界，死又是從罪來的；

於是死就臨到眾人，因為眾人都犯了罪。 

   2. 虧缺了神的榮耀  
    羅 3:23 因為世人都犯了罪，虧缺了 神的榮耀。 

   3. 罪的結局  
    羅 6:23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 

來 9:27 按著定命，人人都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1. 神來找人 
創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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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 神呼喚那

人，對他說：「你在哪裏？」 

   2. 神愛世人  
    約 3:16  神 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

一切信他的，不至滅亡，反得永生。 

   3. 神的兒子為罪人死 
路 19:10  人子來，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賽 53:4-6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

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 神擊打苦

待了。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

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

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我們都

如羊走迷；各人偏行己路；耶和華使我們

眾人的罪孽都歸在他身上。  

 

   1. 認罪悔改 
約一 1:9  我們若認自己的罪，神是信實的，是公義

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切的不義。 

   2. 相信主耶穌 
    羅 10:9  你若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 神叫他從死裏

復活，就必得救。 

   3. 接受主耶穌 
    約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

柄，作 神的兒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