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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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42 Prestina Way, Walnut, CA 91789.  909-563-2628) 

三、本週交通聚會將於週六在本會所舉行，請弟兄姊妹互相

邀約，一同來分享見證。(6:00 pm 愛筵, 7:00 pm 聚會) 
This Saturday’s fellowship meeting will be held here. Dinner will be 
served at 6:00 p.m. (potluck), and meeting starts at 7:00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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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我們將在四月二十九日(下主日)舉行福音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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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il 29, Sunday.   
Please pray for the meeting and invite friend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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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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年四月二十二日 

           H263, H257            錢弘 

             冷晶, 錢弘 

信息﹕梁家聲              報告 沈保羅 

主題:  

讀經 / 大綱:

約 14: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或作

訓慰師下同］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約 14:17 就是真理的聖靈、乃世人不能接受的．因為不見

他、也不認識他．你們卻認識他．因他常與你們

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面。 
 

約 15:4 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枝子若

不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不能結果子．你們若不

常在我裏面、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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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就不能作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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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一 2:24 論到你們、務要將那從起初所聽見的常存在心

裏．若將從起初所聽見的存在心裏。你們就必住

在子裏面、也必住在父裏面、 
約一 2:25 主所應許我們的就是永生。 
約一 2:26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指著那引誘你們的人說

的。 
約一 2:27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裏、並不用

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

這恩膏是真的、不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

訓、住在主裏面。 
 
來 1:8 論到子卻說、『 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

你的國權是正直的。 
來 1:9 你喜愛公義、恨惡罪惡．所以 神、就是你的 

神、用喜樂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 
 
出 30:22 耶和華曉諭摩西說、 
出 30:23 你要取上品的香料、就是流質的沒藥五百舍客

勒、香肉桂一半、就是二百五十舍客勒、菖蒲二

百五十舍客勒、 
出 30:24 桂皮五百舍客勒、都按聖所的平、又取橄欖油

一欣． 
出 30:25 按作香之法、調和作成聖膏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