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 徒 交 通 
CASGV(East) Announcements (2014-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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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幔內瞻仰榮耀基督，出到營外跟隨卑微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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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晚間七時半  讀經聚會 (帖前第四章) 

 

三、這週飯食和整潔的服事是羅蘭分家。歡迎弟兄姊妹們中

午愛筵後到教會住房享用咖啡點心並有交通。 
 

四、五月和六月服事表已印妥，請在招待處領取。邀請每一

位弟兄姊妹加入教會的各項服事。 
 

五、由下主日(5/11)開始愛筵後將舉行領詩的訓練，邀請溫

高芬芬姊妹帶領，請主日和週五有領詩服事的弟兄姊妹

們預留時間參加。 
 

六、下主日(5/11)為母親節，愛筵後將為家庭和個人拍照，請

大家預留時間參加。 
 

七、為了讓英文組和孩童們有更好的聚會環境，教育樓正在

進行整修的工作，預定在五月中完工。請為此代禱，相

信主會預備所有的需要。(目前工程費用已支付約一萬九

千元，最後還有油漆,木工等工作) 
 

八、今年的夏令會(8/29-9/1)將邀請爾尼吳(Ernie Waldvogel)
弟兄為講員。冬令會(12/26-12/28)將邀請于宏潔弟兄為

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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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927-8184    
Website: www.east.casgv.org; E-mail: casgv@aol.com 



二○一四年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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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61 我們又在一起, H699 我們愛) 
信息﹕梁家聲;              報告﹕沈保羅 

主題﹕愛的增長滿溢 

帖前 3:12 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並愛眾人的心、都

能增長、充足、如同我們愛你們一樣． 
 
一、愛的增長 
腓 1:9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識和各樣

見識上、多而又多． 
 
二、愛的榜樣 
帖前 2:8 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不但願意將 神的福音給

你們、連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因你們是我

們所疼愛的。 
帖前 3:1 我們既不能再忍、就願意獨自等在雅典． 
帖前 3:5 為此、我既不能再忍、就打發人去、要曉得你們

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誘惑人的到底誘惑了你們、

叫我們的勞苦歸於徒然。 
 
三、愛的行動 
1. 彼此相愛 
帖前 4:9 論到弟兄們相愛、不用人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

自己蒙了 神的教訓、叫你們彼此相愛。 
約一 4:19 我們愛、因為 神先愛我們。20 人若說、我愛 

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說謊話的．不愛他所看

見的弟兄、就不能愛沒有看見的 神。 

2. 愛及眾人 
可 16:15 他又對他們說、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

聽。 
彼後 1:7 有了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了愛弟兄的

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 
 
四、愛的結果 
1. 主來時站立得住 
帖前 2:19 我們的盼望和喜樂、並所誇的冠冕、是甚麼呢．

豈不是我們主耶穌來的時候你們在他面前站立

得住麼。 
 
2. 主來時心裏堅固、成為聖潔、無可責備 
帖前 3:13 好使你們、當我們主耶穌同他眾聖徒來的時候、

在我們父 神面前、心裏堅固、成為聖潔、無可

責備。 

============================================= 
信徒造就: 所羅門的聖殿 

殿是會幕的擴大，教會建造以基督為中心，也是基督的擴大 

會幕 聖殿 
聖所  
長 20 肘，寬 10 肘，高 10 肘 
金燈臺(1 個); 陳設餅桌子(1 張) 
金香壇(長 1 肘，寬 1 肘，高 2 肘) 

聖所 (外殿) 
長 40 肘，寬 20 肘，高 30 肘 
金燈臺(10 個); 陳設餅桌子(10 張) 
金香壇 

至聖所  
長 10 肘，寬 10 肘，高 10 肘 
約櫃(兩塊石版, 盛嗎哪金罐, 亞

倫發過芽的杖) 

至聖所 (內殿)  
長 20 肘，寬 20 肘，高 20 肘 
約櫃(兩塊石版, 長 2 肘，寬 1 肘，

高 1.5 肘) 
外院 
銅祭壇(長 5 肘、寬 5 肘、高 3 肘) 
洗濯盆 

內大院(祭司院), 外大院 
銅祭壇(長寬各 20 肘、高 10 肘) 
銅海(十二隻銅牛負之, 高 5 肘，口

徑 10 肘，周圍 30 肘) 
兩根銅柱(在殿大門兩邊, 雅斤與波

阿斯, 柱高 18 肘, 直徑為 4 肘) 
銅臺(長 5 肘、寬 5 肘、高 3 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