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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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五讀經聚會將在會所舉行，內容為「提摩太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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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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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日將交通親近主) 
The “Edification Classes” is being held every Sunday (except Gospel 
Meeting) from 9:30AM to 10:20AM. All are welcome to attend.  
上網收聽課程：http://www.east.casgv.org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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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itar Class” and “Drum Class” will be held on this Saturday 10:00AM.  
Breakfast will be prepared at 9:30AM.  All are welcome to join. 

六、因著工業市的法規不容許在目前的場地有聚會，我們可

能由十月開始，主日敬拜將在新的聚會地點舉行，今天

下午愛筵後我們將一同為此有交通禱告，請弟兄姊妹都

能留下參加。(主若願意，可能的地點將會在羅蘭崗的

Killian Elementary School 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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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敬拜聚會      Sunday Worship 

  9:30a.m.   信徒造就  Edificatio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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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site: www.casgv.org; E-mail: casgv@a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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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年九月二日 

主 日 敬 拜 聚 會 

一、詩歌敬拜﹕    H332 我寧願有耶穌             冷晶 

二、擘餅記念主﹕            沈保羅, 冷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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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弘 

主題: 在敬虔上操練自己(四) 

讀經／大綱: 

提前 4:7 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老婦荒渺的話、在

敬虔上操練自己。 

提前 4:8 操練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

因有今生和來生的應許． 

提前 4:9 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提前 4:10 我們勞苦努力、正是為此．因我們的指望在乎永

生的 神．他是萬人的救主、更是信徒的救主。 

彼後 1:3  神的神能已將一切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

們、皆因我們認識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

主． 
 

一、敬虔(godliness)是神在肉身顯現 

提後 3:5 有敬虔的外貌、卻背了敬虔的實意．這等人你要

躲開。 

提前 3:16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不以為然．就是 神在

肉身顯現、被聖靈稱義、被天使看見、被傳於外

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 

二、敬虔與知足 

提前 6:6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便是大利了． 
提前 6:7 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來、也不能帶甚麼去． 
提前 6:8 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提前 6:9 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落在網羅、

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裏、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

中。 
提前 6:10 貪財是萬惡之根．有人貪戀錢財、就被引誘離了

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刺透了。 
來 13:5 你們存心不可貪愛錢財．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

因為主曾說、『我總不撇下你、也不丟棄你。』 
 
﹙一﹚主的教導 - 要先求神的國、和神的義 

太 6:31 所以不要憂慮、說、喫甚麼、喝甚麼、穿甚麼。 
太 6:32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切東西、

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太 6:33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

給你們了。 
路 12:15 於是對眾人說、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切的貪

心．因為人的生命、不在乎家道豐富。 
 
﹙二﹚保羅的榜樣 - 無論在甚麼景況、都可以知足 

腓 4:11 我並不是因缺乏說這話、我無論在甚麼景況、都

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了． 
腓 4:12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

或饑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了

祕訣。 
腓 4:13 我靠那加給我力量的、凡事都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