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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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五讀經聚會將在會所舉行，內容為「帖撒羅尼迦後

書」第一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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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在五月十九日(週六)上午十時在本會所舉行「婚

姻的生活」特別講座(二)，歡迎弟兄姊妹參加。 
A special seminar of “Marriage Life (2)” will be held on May 19th 
(Saturday) at 10:00 a.m.  All are welcome to attend.  

五、基督見證使團二○○七年夏令會，將於六月二十九日﹙週

五﹚晚間至七月二日﹙週一﹚中午舉行。這次特會的主

題是「極峰的啟示」。請弟兄姊妹儘早報名參加。 
“The Climax of Revelation” is the theme of our Summer Conference 
from Friday evening, June 29th, to Monday noon, July 2nd, at Redland 
University. We cordially invite you to register early for the conference. 

六、本年度為青少年預備的 SAT 課程已在上主日結束，願神

賜福他們在測驗中有好成績。(下午時樓上聚會廳大家

可自由使用) 
The SAT ministry has ended last Sunday afternoon. May God bless all 
our young people to do well in the test. 

七、請繼續為在化學治療中的鮑弟兄禱告。 
Please continue to pray for Brother Pou who is receiving chem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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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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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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年五月六日 

           S206, H340            冷晶 

           沈保羅, 冷晶 

信息﹕梁家聲                 報告 錢弘 

主題:  

讀經 / 大綱: 

歌 1:4 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王帶我進了內室‧

我們必因你歡喜快樂‧我們要稱讚你的愛情、勝似

稱讚美酒‧他們愛你是理所當然的。 
歌 6:3 我屬我的良人、我的良人也屬我‧他在百合花中牧

放羊。 
 

約一 4:15 凡認耶穌為 神兒子的、 神就住在他裏面、他

也住在 神裏面。 
約一 4:16  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 神就是愛．

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 神裏面、 神也住在

他裏面。 
 
詩 23: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我‧我且要住在耶

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約 15:1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約 15:2 凡屬我不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

他就修理乾淨、使枝子結果子更多。 

約 15:3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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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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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3 耶穌回答說、人若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

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去、與他同住。 

約 14:26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來的聖靈、他

要將一切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

對你們所說的一切話。 

 

約 6:63 叫人活的乃是靈、肉體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

說的話、就是靈、就是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