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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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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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週五分家讀經聚會內容為「希伯來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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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家聚會地點請洽： 

 英文組與兒童:梁殷宗宣姊妹 (909)979-4267, 563-2628 
 核桃分家:李普幼弟兄 (909)444-5755, 993-7789 
 河濱分家:沈保羅弟兄 (951)272-2258, (626)383-0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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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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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日將交通基督徒的理財) 

六、十二月二十二日(週六)晚間將在西區聚會，二十三日(主
日)上午將在東區聚會舉行音樂福音聚會，若您願意加入

詩班的服事，請在主日下午留下一同練習。 
(詩班練習地點：2109 Lerona Ave.,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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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蘇文星弟兄送給教會『燭光作品』音樂詩集，弟兄姊妹

可自由領取作為禮物。若心中有感動的可自由奉獻，以

支持迦南音樂學院的福音事工，奉獻支票抬頭請寫

CICMM (Canaan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Music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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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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7177 
Website: www.casgv.org; E-mail: casgv@a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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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年十二月九日 

主 日 敬 拜 聚 會 

一、擘餅記念主﹕           何曉陽, 錢弘 

    『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路廿二 19） 

 

二、詩歌敬拜﹕  H628 照我本相       錢弘                   

三、信息分享﹕ 

講員﹕蔣忠牧師             報告﹕沈保羅 

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六歲就認識了主耶穌，感謝神給我一

個美好的聲音，我從十七歲開始唱歌，到了1968 年就成爲演藝界的歌

星，歌星收入相當豐厚，有了錢我就忘記了神。 

當我正在歌唱事業巔峰時期，我得了喉結症，我每天趕五場秀，

一天就有一千美金收入，我怎捨得放下歌唱事業去住院治病？所以就買

些成藥吃，這樣又拖了一段時間，最後喉嚨痛得不能再唱，嘴唇潰爛，

經過醫生診斷原來我得了癌症，無葯可治。就在這無奈無助的時候，我

想到自殺，但是試過幾次跳樓，總是有股力量阻止我，有一天清早，我

真的活得不耐煩了，我病了已不能唱歌，朋友一個一個離開，手裏已沒

有錢，活在世上有什麽意義？決定從樓頂跳下去。 

正準備跳時，突然聽到一個清晰的聲音："爲什麽要跳樓自殺？

你爲什麽不回到耶穌那裏去？"我聽到"耶穌"的時候，我就清醒了。我回

到受洗的教會，牧師正在講道。牧師說："年輕人，你要認罪悔改。"我

想教會裏有很多年輕人，不是指我。當我坐下來，牧師的指頭竟指向我

說：是的，那個浪子就是你。牧師正是講浪子回頭的故事，路加福音十

五章十六節，牧師一面講，我一面哭，牧師走過來招呼我："蔣弟兄，感

謝神，你回家就好。"做完禮拜就回去故鄉，我心裏充滿了喜樂，我從來

不曾有過的喜樂。“ 

在我四哥家慶祝我母親生日時，神感動一位年輕人、神的僕人

和我的家人圍著我跪著為我禱告，感謝神就在我母親生日那一天，我的

病好了，腫瘤消失了，直到如今21年沒有再發，就這樣我決定把自己一

生一世奉獻給主，開始為主作見證，爲主唱歌。多年來神帶領我參加過

美國總統的早餐會，到過中國大陸東北的鄉村、韓國、日本、馬來西亞

的森林裏，以及印尼、美國各地教堂獻唱。目前我在臺灣高雄義新教會

牧會，我們夫婦一同事奉，不但如此，原來我不會彈琴，神就教我如何

彈鋼琴作曲、作詞來讚美神。感謝神，也願神賜福給每一個朋友 。 

   人人都應該知道 S249 

Every body ought to know 
人人都應該知道，人人都應該知道， 

Every body ought to know, Every body ought to know, 
人人都應該知道，耶穌是誰。 

Every body ought to know, Who Jesus is. 
祂是晨星燦爛光華，祂是谷中百合花； 

He's the lily of the Valley, He's the bright and morning star; 
千萬人中祂最美好，人人都應該知道。 

He's the fairest of the thousand, Every body ought to know. 
 

    照我本相 H628 

Just As I Am 
(一) 照我本相，無善足稱，惟祢流血，替我受懲，並且召我

就祢得生，救主耶穌，我來！我來！ 
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 But that Thy blood was shed for me, And 
that Thou bid’st me come to Thee, O Lamb of God, I come! I come! 
(二) 照我本相，不必等到，自己改變比前更好；因祢寶血除

罪可靠，救主耶穌，我來！我來！ 
Just as I am, and waiting not, To rid my soul of one dark blot, To Thee 
whose blood can cleanse each spot, O Lamb of God, I come! I come! 
(三) 照我本相，反覆不定，疑信參半，如浪不平；內有掛慮，

外有惡行，救主耶穌，我來！我來！ 
Just as I am, though tossed about, With many a conflict, many a doubt, 
Fightings within, and fears without, O Lamb of God, I come! I come! 
(四) 照我本相，貧，瞎，可憐，我真需要祢的恩典；感我惡

心，開我盲眼，救主耶穌，我來！我來！ 
Just as I am, poor, wretched, blind; Sight, riches, healing of the mind; 
Yes, all I need, in Thee to find, O Lamb of God, I come! I come! 
(五) 照我本相，祢肯收留，賜我生命，赦我愆尤；祢既應許，

必定成就，救主耶穌，我來！我來！ 
Just as I am, Thou will receive; Wilt welcome, pardon, cleanse, relieve; 
Because Thy promise I believe, O Lamb of God, I come! I c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