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 徒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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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為我們預備訓練音樂服事的機會，目前週六上午

十時在會所有「吉他班」與「打鼓班」，歡迎弟兄姊妹

參加。(九時半我們有預備早點與咖啡，歡迎來享用) 

五、我們將在七月二十九日(下主日)舉行福音聚會，將邀請

李王淑芳姊妹偕同兒女作見證，李普幼弟兄傳福音，盼

弟兄姊妹為聚會禱告並多邀親友參加。(上午十時擘

餅，十時半開始福音聚會) 
A gospel meeting will be held in the morning of July 29, Sunday. Sister 
Sylvia Lee and her children will share testimonies and Brother Steven 
Lee will preach gospel.  Please pray for the meeting and invite friends 
to come. 

六、成人主日學已開始為期一年的「信徒造就」的課程，時

間為每主日上午九時半至十時二十分，請弟兄姊妹預備

心準時參加。(下主日成人主日學將暫停一次) 

七、我們預定在八月二十六日（主日）舉行一次受浸聚會，

盼望所有已清楚得救尚未受浸的弟兄姊妹都預備好，在

這一次受浸歸入主的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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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敬拜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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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禱告聚會     Tuesday Prayer Meeting 

     7:30p.m.   敬拜及代禱  Worship and Pray  

週五讀經聚會        Friday Bible Study Meeting 

     7:30p.m.   聚會   Worship and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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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909)563-2628, (909)979-4140 / (626)731-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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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年七月二十二日 

主 日 敬 拜 聚 會 

一、詩歌敬拜﹕          H220        陳碧秋，呂梁家祺 

二、擘餅記念主﹕            沈保羅, 錢弘 

    『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路廿二 19）         

三、信息分享﹕  

信息﹕梁家聲               報告﹕冷晶 

主題: 蒙恩的罪魁 

讀經／大綱: 

提前 1:12 我感謝那給我力量的、我們主基督耶穌、因他以

我有忠心、派我服事他。 

提前 1:13 我從前是褻瀆 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

而我還蒙了憐憫、因我是不信不明白的時候而作

的。 
提前 1:14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裏有

信心和愛心。 

提前 1:15 基督耶穌降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 
提前 1:16 然而我蒙了憐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

上、顯明他一切的忍耐、給後來信他得永生的人

作榜樣。 

提前 1:17 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不能朽壞不能看見永世的

君王、獨一的 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一、蒙恩前的保羅 - 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    

侮慢人的 

加 1:13 你們聽見我從前在猶太教中所行的事、怎樣極力

逼迫殘害 神的教會。 

加 1:14 我又在猶太教中、比我本國許多同歲的人更有長

進、為我祖宗的遺傳更加熱心。 

腓 3:5 我第八天受割禮、我是以色列族、便雅憫支派的

人、是希伯來人所生的希伯來人．就律法說、我

是法利賽人． 
腓 3:6 就熱心說、我是逼迫教會的．就律法上的義說、

我是無可指摘的。 
腓 3:7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

作有損的。 
 

二、蒙恩憐的保羅 – 見證基督耶穌降世、為要拯救罪人 

林前 15:9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不配稱為使徒、因為我從

前逼迫 神的教會。 
林前 15:10 然而我今日成了何等人、是蒙 神的恩纔成的．

並且他所賜我的恩、不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

外勞苦．這原不是我、乃是 神的恩與我同在。 

弗 3:8 我本來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然而他還賜我這

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測不透的豐富、傳給外邦人． 

路 19:10 人子來、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三、稱頌神的保羅 – 多得恩免的人他的愛更多 

路 7:40 耶穌對他說、西門、我有句話要對你說．西門說、

夫子、請說。 
路 7:41 耶穌說、一個債主、有兩個人欠他的債．一個欠

五十兩銀子、一個欠五兩銀子． 
路 7:42 因為他們無力償還、債主就開恩免了他們兩個人

的債。這兩個人那一個更愛他呢。 
路 7:43 西門回答說、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穌說、

你斷的不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