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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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您尚未收過教會電郵通啟,請填寫記名單以便聯絡) 
We sincerely welcome all brothers, sisters and friends.  We wish you 
enjoy the love and fellowship in God’s house. (Please fill the form with 
your E-mail address for mor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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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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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五讀經聚會內容為「提摩太後書」總結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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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家聲弟兄家 (909)563-2628 
Youth&Kids:(20442 Prestina Way, Walnut, CA 91789.  909-979-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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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濱市分家:崔偉弟兄家 (626)383-0876 
Riverside: (11151 Bridgepoint Ct., Riverside, CA 92505. 951-272-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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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ture guitar and drum lessons will be held at brother Timothy Liang’s 
house.  Breakfast will be served at 9:30 am. and class starts at 1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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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日將交通神的管教) 
上網收聽課程：http://www.east.casg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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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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1158 
Website: www.casgv.org; E-mail: casgv@a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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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年十月七日 

主 日 敬 拜 聚 會 

一、擘餅記念主﹕            沈保羅,冷晶 

    『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路廿二 19） 

 

二、詩歌敬拜﹕      H658 起來起來為耶穌        冷晶 

三、信息分享﹕ 

信息﹕梁家聲                 報告﹕錢弘 

信息﹕信徒的表徵(三) – 基督耶穌的精兵 

經節/大綱: 

提後 2:1 我兒阿、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來。 
提後 2:2 你在許多見證人面前聽見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

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提後 2:3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 
提後 2:4 凡在軍中當兵的、不將世務纏身、好叫那招他當

兵的人喜悅。 
提後 2:5 人若在場上比武(場上的運動員)、非按規矩、就

不能得冠冕。 
提後 2:6 勞力的農夫、理當先得糧食。 

提後 4:7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了．當跑的路我已經跑盡

了．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了． 

 

一、蒙贖的人當事奉,面對無數仇敵 

出 6:26 耶和華說、將以色列人按著他們的軍隊從埃及地

領出來、這是對那亞倫摩西說的。 

出 8:1 耶和華吩咐摩西說、你進去見法老、對他說、耶

和華這樣說、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 

出 12:51 正當那日、耶和華將以色列人按著他們的軍隊、

從埃及地領出來。 

 
二、基督的精兵有受苦的心志 -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 

提後 2:9 我為這福音受苦難、甚至被捆綁、像犯人一樣．

然而 神的道、卻不被捆綁。 

彼前 4: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

兵器．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了． 

羅 8:17 既是兒女、便是後嗣、就是 神的後嗣、和基督

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

同得榮耀。 

 
三、基督的精兵專心於事奉 

         - 凡在軍中當兵的不將世務纏身 

羅 14:7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

死。 

林後 5:15 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不再為自

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復活的主活。 

 

四、基督的精兵討主的喜悅 - 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 
帖前 2:4 但 神既然驗中了我們、把福音託付我們、我們

就照樣講、不是要討人喜歡、乃是要討那察驗我

們心的 神喜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