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徒交通 
CASGV(East) Announcements (2008-10-12) 

一、誠摯地歡迎本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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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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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聚會地點：20442 Prestina Way, Walnut, CA 91789.) 

三、本週五讀經聚會內容為「彼得後書」第二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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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組與兒童: 梁殷宗宣姊妹 (909)979-4267  
Youth&Kids:( 梁弟兄家 20442 Prestina Way, Walnut, CA 
91789.  909-563-2628) 

 核桃分家: 李普幼弟兄 (909)444-5755, 909-993-7789 
Walnut: (李弟兄家 246 Amberwood Dr., Walnut, CA 
91789.  909-993-7789) 

 河濱分家: 沈保羅弟兄 (951)272-2258  
Riverside: (沈弟兄家 13759 Dearborn St., Corona, CA 
92880. 626-262-9747) 

 週六分家: 于若軍弟兄 (626)839-1261  
Saturday: (于弟兄家 1513 Eagle Park Rd., Hacienda 
Heights, CA 91745. 626-428-9226) 

四、成人主日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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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藍傑弟兄將交通出埃及記) 

五、本週(10/12-10/18)新約讀經進度為帖撒羅尼迦後書 3 章-
提摩太前書書 6 章，盼望大家每天按著進度一同讀聖

經，領受神的語。每日靈修 

六、我們將在十月二十六日(主日)舉行福音聚會，將邀請王

善工 Stan、杜淑瓊 Sue 夫婦和 Pauline 姊妹作見證，

主題是「愛，讓我走過危機」，由魏百宏弟兄福音短講，

盼弟兄姊妹為聚會禱告並多邀親友參加。 

聖 迦 谷 基 督 徒 聚 會 
Christian Assembly of San Gabriel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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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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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十月十二日 

主 日 敬 拜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于若軍, 錢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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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息聚會﹕  

領詩﹕錢弘   (#560 耶穌是我的，我有把握) 

講員﹕陳碧秋       報告﹕沈保羅 

 信息﹕藉靈重生，作神後嗣    

經節：創 4:16-24、4:25-26、5:1-5、21-32、弗 2:12、13、19 
  
引言：兩個家譜，兩條路：一條引向滅亡、另一條引進恩典

的拯救。 
  
一、遠離神的日子算不得數–死在罪惡過犯中的人，在神的眼中，從來

沒有活過。雖「生」猶死。 

     
創 4:16 於是該隱離開耶和華的面，去住在伊甸東邊挪得之

地。 
創 4:17 該隱與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懷孕，生了以諾。該隱

建造了一座城，就按著他兒子的名將那城叫做以諾。 
創 4:18 以諾(開端、奉獻的)生以拿；以拿生米戶雅利；米

戶雅利生瑪土撒利；瑪土撒利(屬神的)生拉麥(毀滅、強壯的)。 
創 4:19 拉麥娶了兩個妻：一個名叫亞大，一個名叫洗拉。 
  
二、人的豐功偉業在神的眼中不被紀念 
  
創 4:20 亞大生雅八；雅八就是住帳棚、牧養牲畜之人的祖

師。 

創 4:21 雅八的兄弟名叫猶八；他是一切彈琴吹簫之人的祖

師。 
創 4:22 洗拉又生了土八‧該隱；他是打造各樣銅鐵利器的

［或譯：是銅匠鐵匠的祖師］。土八‧該隱的妹子是拿瑪。 
創 4:23 拉麥對他兩個妻子說：亞大、洗拉，聽我的聲音；

拉麥的妻子，細聽我的話語：壯年人傷我，我把他殺了；少

年人損我，我把他害了［或譯：我殺壯士卻傷自己，我害幼

童卻損本身］。 
創 4:24 若殺該隱，遭報七倍，殺拉麥，必遭報七十七倍。 
  
三、亞當的轉機–靈甦醒，看見自己是何等的軟弱、是必死

的 
    亞當離開伊甸園後沒有求告神、亞伯被殺沒有求告神、

塞特出生明知道是神的恩典也沒有求告神，直到看見自

己的本相，以挪士的出生… 
  
創 4:25 亞當又與妻子同房，她就生了一個兒子，起名叫塞

特（代替、新苗)，意思說：「 神另給我立了一個兒子代替

亞伯，因為該隱殺了他。」 
創 4:26 塞特也生了一個兒子，起名叫以挪士（軟弱、必死

的）。那時候，人才求告耶和華的名。 
  
四、如何過一個蒙神記念的生活 
塞特的家譜極為平凡–生兒養女，但是神紀念–「活了–就

死了」神卷顧每個時刻，活在地上的日子都算得數。 
  
創 5:1 亞當的後代記在下面。（當 神造人的日子，是照

著自己的樣式造的， 



創 5:2 並且造男造女。在他們被造的日子， 神賜福給他

們，稱他們為「人」。） 
創 5:3 亞當活到一百三十歲，生了一個兒子，形像樣式和

自己相似，就給他起名叫塞特。 
創 5:4 亞當生塞特之後，又在世八百年，並且生兒養女。 
創 5:5 亞當共活了九百三十歲就死了。 
  
五、看見是何等的重要–沒有異象或錯誤的異象、民就放

肆。該隱的後代就是；看見成為以諾的轉機–神藉著這

個譜系啟示祂的憐憫。 
  
創 5:21 以諾(開端、奉獻的)活到六十五歲，生了瑪土撒拉

（他死後審判就來到、箭人）。 
創 5:22 以諾生瑪土撒拉之後，與 神同行三百年，並且生

兒養女。 
創 5:23 以諾共活了三百六十五歲。 
創 5:24 以諾與 神同行， 神將他取去，他就不在世了。 
創 5:25 瑪土撒拉活到一百八十七歲，生了拉麥。 
創 5:26 瑪土撒拉生拉麥之後，又活了七百八十二年，並且

生兒養女。 
創 5:27 瑪土撒拉共活了九百六十九歲就死了。 
創 5:28 拉麥活到一百八十二歲，生了一個兒子， 
創 5:29 給他起名叫挪亞（安慰、安息），說：「這個兒子

必為我們的操作和手中的勞苦安慰我們；這操作勞苦是因為

耶和華咒詛地。」 
創 5:30 拉麥生挪亞之後，又活了五百九十五年，並且生兒

養女。 
創 5:31 拉麥共活了七百七十七歲就死了。 
創 5:32 挪亞五百歲生了閃、含、雅弗。 

  
六、我們得著浩大的救恩，行事為人要與所蒙的恩相稱 
 . 
弗 2:12 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列國民以外，在所

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 神。 
弗 2:13 你們從前遠離 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靠

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了。 
弗 2:19 這樣，你們不再作外人和客旅，是與聖徒同國，是 

神家裏的人了。 
  
1.要有屬靈的眼光–從神的角度看待人、事、物 
2.要存敬畏的心敬虔度日–不做得罪神的事 
3.要順服恩膏的教訓–不要消滅聖靈的感動 
  
 
 
 

冬令會特別通啟 

今年冬令會將由 01 / 01 / 2009 (週四晚間) 至 
01 / 03 /2009 (週六中午)舉行，本次特會我們特

別邀請朱韜樞弟兄為講員，請弟兄姊妹儘早報

名。 
 本聚會弟兄姊妹在 11 月 2 日以前報名，住宿費

用將享有半價優待；非本聚會弟兄姊妹及 11 月

3 日以後報名將負擔全額住宿費用(大人$199, 
9-17 歲$165, 3-8 歲$115)。 
報名：陳碧秋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