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 徒 交 通 
CASGV(East) Announcements (2013-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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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願神擴大我們的度量，好更多承裝主的祝福。在這一年

「擴張帳幕、張大幔子、拉長繩子、堅固橛子」。 
 
二、敬請參加教會週間的各聚會： 

週二晚間七時半  禱告聚會  
週三上午十時   姊妹聚會 (在文杰姊妹家) 
週五晚間七時半  讀經聚會  
(本週五讀經聚會內容為「腓立比書第一章」，請弟兄姊

妹預讀神寶貴的話語，一同來分享。) 
 
三、由七月六日至八月十日每週六上午十時至中午，青少年

將為兒童舉行 VBS(假期聖經學校)，內容有詩歌、遊戲、

聖經學習等。歡迎大家邀請孩童們來參加。 
 
四、這兩個月的服事表請到招待處領取，歡迎大家加入服事。 
 
五、教育樓廁所的整修（有一間改建為合乎殘障人士使用的

規格）將在近期開始進行，另外會有加裝冷氣等工程。 
 
六、柝之聲樂團(Clap&Tap Chamber Orchestra )八月四日(主

日)下午三時半將在本會所舉行一場音樂會。願意參加的

弟兄姊妹或朋友，請洽杜黃玉美姊妹。 
 
七、基督見證使團 2013 年夏令會，將於八月三十日(週五)

晚間至九月二日(週一)中午在 UC Santa Barbara 大學舉

行。這次特會的主題是：「請你頭抬榮耀的王將要進

來」。願在這末後時代，聖徒能聽見神兒子的聲音，得

著聖靈的啟示，讓榮耀的王進入我們的生活與事奉中。

請弟兄姊妹儘早報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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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敬拜聚會          Sunday Worship 
 10:00 a.m.   擘餅記念     Breaking of Bread 

  10:30 a.m. 信徒造就  Edificatio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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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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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p.m.   愛筵   Dinner 
 7:30p.m.   聚會   Meeting 

 
 Address：312 E. 10th St., Pomona, CA 91766  

Tel: (909)595-1457, (909)979-4140 (梁弟兄)  
Website: www.east.casgv.org; E-mail: casgv@aol.com 



二○一三年七月七日 
主 日 敬 拜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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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金龍 (H277 我願更多認識基督;H671) 
信息﹕梁家聲;              報告﹕沈保羅 

主題﹕以弗所書中的三個禱告 

一、求啟示的禱告        

弗 1:15 因此、我既聽見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16
就為你們不住的感謝 神、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

們．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將那

賜人智慧和啟示的靈、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 
弗 1:18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呼

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

的榮耀．19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力、

是何等浩大、 
 (一) 求啟示的目的─真知道祂 (主的所是) 

 (二) 啟示的內容─知道神的恩召、基業、能力 (主的所作) 
 

二、求經歷的禱告        

弗 3:1 因此、我保羅為你們外邦人作了基督耶穌被囚的、

替你們祈禱． 
弗 3:16 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靈、叫你們心裏

的力量剛強起來、17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

心裏、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18 能以和眾聖徒

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19 並知道這

愛是過於人所能測度的、便叫 神一切所充滿的、

充滿了你們。 
 (一) 禱告的負擔與態度─被囚的祈禱、屈膝 

 (二) 禱告的內容─叫裡面的人剛強起來、在愛中生根立基 

三、爭戰的禱告       

弗 6:18 靠著聖靈、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不倦、

為眾聖徒祈求、19 也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才、能

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祕、20（我為這福音的

奧祕作了帶鎖鍊的使者）並使我照著當盡的本分、

放膽講論。 
 (一) 儆醒的禱告生活─靠著聖靈、隨時、多方、儆醒 

 (二) 禱告的請求─放膽講明福音的奧祕 

============================================= 
詩篇中的「靈程指引」- 第三層稱作十架層 

一、詩篇中的「苦難」 
(二) 苦難中的求告 
詩 4:1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用絲絃的樂器。］顯我

為義的 神阿、我呼籲的時候、求你應允我‧我

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寬廣‧現在求你憐恤我、聽

我的禱告。 
詩 18:6 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向我的 神呼求‧他從

殿中聽了我的聲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了他的

耳中。 
詩 25:16 求你轉向我、憐恤我、因為我是孤獨困苦。17 

我心裏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脫離我的禍患。18
求你看顧我的困苦、我的艱難、赦免我一切的罪。 

詩 34:6 我這困苦人呼求、耶和華便垂聽、救我脫離一切

患難。 
詩 77:2 我在患難之日尋求主‧我在夜間不住的舉手禱

告‧我的心不肯受安慰。 
詩 90:15 求你照著你使我們受苦的日子、和我們遭難的年

歲、叫我們喜樂。 
詩 91:15 他若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要與

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 
詩 145:18 凡求告耶和華的、就是誠心求告他的、耶和華便

與他們相近。 



H224 愛祢更深 

一  我願愛祢更深！愛祢更深！哦，主，聽此求懇，成此心

意。 

我心真是切慕：愛祢更深，我主，愛祢更深，愛祢更深！ 

二  前我追求祝福、平安、喜樂；今只尋求基督，解我乾渴。 

我今惟獨切慕：愛祢更深，我主，愛祢更深，愛祢更深！ 

三  祢可差遣傷悲，將我試煉；祢的使者何美，其歌何甜！ 

我同他們唱出：愛祢更深，我主，愛祢更深，愛祢更深！ 

四  直到呼吸漸促，歌聲漸收，我心仍要發出 臨別節奏， 

我心仍是渴慕：愛祢更深，我主，愛祢更深，愛祢更深！ 

 

H585 我的道路 

一  如果我的道路引我去受苦，如果祢是命定要我歷艱辛， 

就願祢我從茲，交通益親摯，時也刻也無間，彌久彌香甜。 

二  如果地樂消減，求祢多給天，雖然心可傷痛，願靈仍讚

頌； 

地的香甜聯結，若因祢分裂，就願祢我之間，聯結更香甜。 

三  這路雖然孤單，求祢作我伴，用祢笑容鼓舞我來盡前途； 

主，我靠祢恩力，盼望能無己，作一潔淨器皿，流出祢生命。 

 

 

 

 

 

 

H386 祢若不壓橄欖成渣 

一  祢若不壓橄欖成渣，它就不能成油；祢若不煉哪撻成

膏，它就不流芬芳； 

祢若不投葡萄入酢，它就不能變成酒；主，我這人是否也要

受祢許可的創傷？ 

（副）每次的打擊，都是真利益； 

如果祢收去的東西，祢以自己來代替。 

二  祢是否要鼓我心絃，發出祢的音樂？是否要使音樂甘

甜，須有祢愛來苦虐？ 

是否當我下倒之時，纔能謝“愛＂的心？我是不怕任何損

失，若祢讓我來相親。 

三  主，我慚愧，因我感覺總是保留自己；雖我也曾受祢雕

削，我卻感覺受強逼。 

主，祢能否照祢喜樂，沒有顧忌去行，不顧我的感覺如何，

只是要求祢歡欣？ 

四  如果祢我所有苦樂不能完全相同，要祢喜樂，須我負

軛，我就願意多苦痛。 

主，我全心求祢喜悅，不惜任何代價；祢若喜悅，並得榮耀，

我背任何十字架。 

五  我要讚美，再要讚美，讚美何等甘甜；雖我邊讚美邊流

淚，甘甜比前更加添。 

能有甚麼比祢更好？比祢喜悅可寶？主，我只有一個禱告：

祢能加增，我減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