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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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名單請填寫電郵) 
We sincerely welcome all brothers, sisters and friends.  We wish you 
enjoy the love and fellowship in God’s house. (Please fill the form with 
your E-mail address for mor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n the future.) 

二、教會禱告聚會將在週二晚間七時半在梁弟兄家舉行，盼

望弟兄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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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合併在梁弟兄家舉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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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Sister Michelle 
Liang’s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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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時在梁弟兄家有「吉他班」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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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ture guitar and drum lessons will be held at brother Timothy Liang’s 
house.  Breakfast will be served at 9:30 am. and class starts at 10am. 

五、我們將在十月二十八日(下主日)舉行福音聚會，將邀請

顧志成弟兄傳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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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ober 28, next 
Sunday. Brother Fandy Ku will preach gospel.  Please pray for the 
meeting and invite friends to come.  (成人主日學將暫停一次) 

六、今年冬令會將由 12 / 30 / 2007 (主日晚間) 至 01 / 01 
/2008 (週二中午)舉行，請弟兄姊妹儘早報名。 
This year’s Winter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from December 30, 2007 
(Sunday Dinner) to January 1, 2008 (Tuesday Lunch). Please register 
ASAP.  Registration form: http://www.east.casg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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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敬拜聚會      Sunday Worship 

  9:30 a.m.   信徒造就  Edification Class 

 10:30 a.m.   擘餅記念主  Breaking of Bread  

 11:00 a.m.   詩歌讚美  Praise and Worship 

 11:15 a.m.   信息交通   Message Sharing 

 12:00 p.m.   愛筵分享   Love Feast 

Location: Killian Elementary School 
19100 Killian St.,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Tel: (909)563-2628, (909)979-4140 / (626)731-1158 
Website: www.casgv.org; E-mail: casgv@aol.com  

 

基基基督督督是是是一一一切切切,,,又又又在在在一一一切切切之之之內內內    

CCCHHHRRRIIISSSTTT   IIISSS   AAALLLLLL   AAANNNDDD   IIINNN   AAALLLLLL   
 



二○○七年十月二十一日 

主 日 敬 拜 聚 會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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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詩歌敬拜﹕           H629        陳碧秋,呂梁家祺 

三、信息分享﹕ 

信息﹕梁家聲                 報告﹕錢弘 

信息﹕帶人到耶穌面前 

經節/大綱: 
 
可 2:1 過了些日子、耶穌又進了迦百農．人聽見他在房子

裏、 
可 2:2 就有許多人聚集、甚至連門前都沒有空地、耶穌就

對他們講道。 
可 2:3 有人帶著一個癱子來見耶穌、是用四個人抬來的。 
可 2:4 因為人多、不得近前、就把耶穌所在的房子、拆了

房頂、既拆通了、就把癱子連所躺臥的褥子都縋下

來。 
可 2:5 耶穌見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說、小子、你的罪赦

了。 

可 2:6 有幾個文士坐在那裏、心裏議論說、 
可 2:7 這個人為甚麼這樣說呢．他說僭妄的話了．除了 

神以外、誰能赦罪呢。 
可 2:8 耶穌心中知道他們心裏這樣議論、就說、你們心裏

為甚麼這樣議論呢。 
可 2:9 或對癱子說、你的罪赦了、或說、起來、拿你的褥

子行走、那一樣容易呢。 
 

可 2:10 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

癱子說、 
可 2:11 我吩咐你起來、拿你的褥子回家去罷。 
可 2:12 那人就起來、立刻拿著褥子、當眾人面前出去了．

以致眾人都驚奇、歸榮耀與 神說、我們從來沒有

見過這樣的事。 
 
雅 2:14 我的弟兄們、若有人說、自己有信心、卻沒有行為、

有甚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麼。 
雅 2:15 若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露體、又缺了日用的飲

食、 
雅 2:16 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說、平平安安的去罷．願你們

穿得煖喫得飽、卻不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這有甚

麼益處呢。 
 
一、四個人抬癱子來見耶穌 

(一) 他們關心這位無助的朋友 

(二) 他們知道帶到那裡得幫助 

(三) 他們決心越過所有的難處 
 

二、耶穌看見他們的信心 

(一) 有行為的信心 

(二) 罪得赦免,病得醫治 

(三) 起來拿褥子行走,歸榮耀與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