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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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梁弟兄家舉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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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brother Timothy Liang’s house. 

三、本週五讀經聚會將在本會所舉行，內容為「帖撒羅尼迦

前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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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dinner will be served at 6:45 
p.m., and meeting starts at 7:30 p.m.  

四、我們租用籃球場 11:30 至 12:30 的時段，兒童們由老師

帶領在 11:00 後即可進入活動，其他弟兄姊妹可在會後

進入活動．到球場請務必穿運動鞋。 
Ｗe have reserved the in-door basket ball court from 11:30 am to 12:30 
pm.  However, Sunday school kids can use it starting at 11 am.  The 
rest of the congregation can use it after the meeting.  Please wear 
proper sports purpose shoes when you enter into the court. 

六、請繼續為在治療中的鮑弟兄禱告。 
Please continue to pray for Brother P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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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day Worship 

  9:30a.m.   主日學   Sunday School 

 10:30a.m.   詩歌讚美  Praise and Worship 

     |   擘餅記念主  Breaking of Bread 

 12:00a.m.   信息交通   Message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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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 293 Brea Canyon Rd., Walnut, CA 91789 

 
Tel: (909) 563-2628 / (626) 731-1158 

Website: www.casgv.org; E-mail: casgv@a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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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年四月十五日 

                               冷晶 

          沈保羅, 冷晶 

信息﹕陳碧秋              報告 沈保羅 

主題: 基督裏的生活 

讀經 / 大綱:

約 15: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

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離了我，你們就不能做甚

麼。 

約 15:6  人若不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拾起來，

扔在火裏燒了。 

約 15:7  你們若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

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約 15:8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

徒了。 

約 15:9  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裏。 

太 5:13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若失了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

無用，不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了。 

可 9:50  鹽本是好的，若失了味，可用甚麼叫它再鹹呢？你們裏

頭應當有鹽，彼此和睦。 

約 8:12  耶穌又對眾人說：「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不在黑

暗裏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太 5: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不能隱藏的。 

太 5:15 人點燈，不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亮一家的人。 

太 5: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見你們的好行為，

便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一. 只有一個生活—在基督裏的生活 

二. 不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1. 在神前與主交通的生活 

2. 在人前讓主活出的生活 

3. 在教會中享受神家的生活 

三. 生活的目的，為要叫神得著榮耀 

 

 

春令會信息--基督徒的生活 

大綱 

一. 神前的生活 

1. 幔內的生活 - 進入幔內瞻仰榮耀基督 

2. 同行的生活 - 出到營外跟隨卑微耶穌 

二. 人前的生活 

1. 見證的生活 

(1)  榮神的生活 

(2)  聖別的生活 

(3)  光鹽的生活 

2. 成長的生活 

(1)  家庭的生活 

(2)  社會的生活 

(3)  同伴的生活 

三. 教會的生活 

1. 聚會的生活 

2. 事奉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