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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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sincerely welcome all brothers, sisters and friends.  We wish you 
enjoy the love and fellowship in God’s house. 

二、教會禱告聚會將在週二晚間在梁弟兄家舉行，盼望主興

起更多禱告勇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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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五讀經聚會將在會所舉行，內容為「提摩太前書」

第六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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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day night Bible study will be held here, dinner will be served at 6:45 
p.m., and meeting starts at 7:30 p.m.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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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日將交通順服生命的感覺) 
The “Edification Classes” is being held every Sunday (except Gospel 
Meeting) from 9:30AM to 10:20AM. All are welcome to attend.  
上網收聽課程：http://www.east.casgv.org 

五、感謝神為我們預備訓練音樂服事的機會，目前週六上午

十時在會所有「吉他班」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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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itar Class” and “Drum Class” will be held on this Saturday 10:00AM.  
Breakfast will be prepared at 9:30AM.  All are welcome to join. 

六、我們預定在八月二十六日（主日）舉行一次受浸聚會，

盼望所有已清楚得救尚未受浸的弟兄姊妹都預備好，在

這一次受浸歸入主的名下。 
A Baptismal meeting will be held on August 26, Sunday.  All who have 
been saved and not yet been baptized are encouraged to join this 
meeting to be baptized into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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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敬拜聚會      Sunday Worship 

  9:30a.m.   信徒造就  Edification Class 

 10:30a.m.   詩歌讚美  Praise and Worship 

     |   擘餅記念主  Breaking of Bread 

 12:00a.m.   信息交通   Message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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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p.m.   聚會   Worship and Study 
 

Address: 293 Brea Canyon Rd., Walnut, CA 91789 

 
Tel: (909)563-2628, (909)979-4140 / (626)731-1158 
Website: www.casgv.org; E-mail: casgv@a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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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年八月十二日 

主 日 敬 拜 聚 會 

一、詩歌敬拜﹕    H290 我要更像主               錢弘 

二、擘餅記念主﹕            何曉陽, 冷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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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信息分享﹕  

信息﹕梁家聲               報告﹕沈保羅 

主題: 在敬虔上操練自己(二) 

讀經／大綱: 

提前 4:7 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老婦荒渺的話、在

敬虔上操練自己。 

提前 4:8 操練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

因有今生和來生的應許． 

提前 4:9 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提前 4:10 我們勞苦努力、正是為此．因我們的指望在乎永

生的 神．他是萬人的救主、更是信徒的救主。 

彼後 1:3  神的神能已將一切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

們、皆因我們認識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

主． 

 

一、敬虔(godliness)是神在肉身顯現 

提後 3:5 有敬虔的外貌、卻背了敬虔的實意．這等人你要

躲開。 

提前 3:16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不以為然．就是 神在

肉身顯現、被聖靈稱義、被天使看見、被傳於外

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 

二、學習敬畏與操練敬虔 

詩 25:14 耶和華與敬畏他的人親密‧ 他必將自己的約指示

他們。 

林後 7:1 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潔淨自

己、除去身體靈魂一切的污穢、敬畏 神、得以

成聖。 

 

三、話語約束與敬虔生活 

路 6:45 善人從他心裏所存的善、就發出善來．惡人從他

心裏所存的惡、就發出惡來．因為心裏所充滿的、

口裏就說出來。 

弗 4:29 污穢的言語、一句不可出口、只要隨事說造就人

的好話、叫聽見的人得益處。 

多 2:12 教訓我們除去不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慾、在今

世自守、公義、敬虔度日． 

．．．．．．．．．．．．．．．．．．．．．．．．．．． 

特別交通 

八月二十六日的主日聚會將合併在聖迦谷基督徒聚會

(西區)會所舉行，聚會地點與當天聚會程序如下： 

地點：8141 Hellman Ave., Rosemead, CA 91770 
      (at corner of San Gabriel Blvd. and Hellman Ave.) 
程序： 
 1) 10:00AM – 10:45AM： 擘餅聚會 （同時段有福音班） 
 2) 10:45AM – 11:00AM： 東區詩班獻詩 (H115, H95) 
 3) 11:00AM – 12:15PM： 蘇文星弟兄和龍濤夫婦  

                        (詩歌、見證、信息) 

 4) 12:20PM – 1:20PM： 愛筵 Love Feast 
 5) 1:30PM：   受浸聚會 Baptismal Mee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