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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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名單請填寫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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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42 Prestina Way, Walnut, CA 91789.  909-563-2628) 

三、本週五分家讀經聚會內容為「希伯來書」第一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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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家聚會地點請洽： 

 英文組與兒童:梁殷宗宣姊妹 (909)979-4267, 563-2628 
 核桃分家:李普幼弟兄 (909)444-5755, 993-7789 
 河濱分家:沈保羅弟兄 (951)272-2258, (626)383-0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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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二月二十二日(週六)晚間將在西區聚會，二十三日(主
日)上午將在東區聚會舉行音樂福音聚會，若您願意加入

詩班的服事，請在今天下午留下一同練習。 
(詩班練習地點：2109 Lerona Ave.,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六、我們將在下主日(12/23)舉行福音聚會，盼弟兄姊妹為聚

會禱告並多邀親友參加，同心合意興旺福音。(上午十時

擘餅，十時半開始福音聚會，成人主日學將暫停一次) 

七、今年冬令會將由 12 / 30 / 2007 (主日晚間) 至 01 / 01 
/2008 (週二中午)舉行，請弟兄姊妹務必在今天報名。 
This year’s Winter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from December 30, 2007 
(Sunday Dinner) to January 1, 2008 (Tuesday Lunch). 

八、蘇文星弟兄送給教會『燭光作品』音樂詩集，弟兄姊妹

可自由領取作為禮物。若心中有感動的可自由奉獻，以

支持迦南音樂學院的福音事工，奉獻支票抬頭請寫

CICMM (Canaan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Music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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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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7177 
Website: www.casgv.org; E-mail: casgv@a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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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年十二月十六日 

主 日 敬 拜 聚 會 

一、擘餅記念主﹕         沈保羅, 黃金火 

    『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路廿二 19） 

 

二、詩歌敬拜﹕ H611 無人像耶穌這樣愛顧我   呂梁家祺  

三、信息分享﹕帶人到主前(五)-得人如得魚的彼得 

講員﹕梁家聲             報告﹕李普幼 

路 5:1 耶穌站在革尼撒勒湖邊、眾人擁擠他、要聽 神的

道。 
路 5:2 他見有兩隻船灣在湖邊．打魚的人卻離開船、洗網

去了。 
路 5:3 有一隻船、是西門的、耶穌就上去、請他把船撐開、

稍微離岸、就坐下、從船上教訓眾人。 
路 5:4 講完了、對西門說、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 
路 5:5 西門說、夫子、我們整夜勞力、並沒有打甚麼．

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 
路 5:6 他們下了網、就圈住許多魚、網險些裂開． 
路 5:7 便招呼那隻船上的同伴來幫助。他們就來把魚裝滿

了兩隻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路 5:8 西門彼得看見、就俯伏在耶穌膝前、說、主阿、離

開我、我是個罪人。 
路 5:9 他和一切同在的人、都驚訝這一網所打的魚． 
路 5:10 他的夥伴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也是這樣。

耶穌對西門說、不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了。 
路 5:11 他們把兩隻船攏了岸、就撇下所有的跟從了耶穌。 
 
徒 2:14 彼得和十一個使徒、站起、高聲說、猶太人、和一

切住在耶路撒冷的人哪、這件事你們當知道、也當

側耳聽我的話。41 於是領受他話的人、就受了洗．

那一天、門徒約添了三千人． 

 
徒 3:1 申初禱告的時候、彼得、約翰、上聖殿去。 
徒 3:2 有一個人、生來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來、放在殿

的一個門口、那門名叫美門、要求進殿的人賙濟。 
徒 3:3 他看見彼得約翰將要進殿、就求他們賙濟。 
徒 3:4 彼得約翰定睛看他．彼得說、你看我們。 
徒 3:5 那人就留意看他們、指望得著甚麼。 
徒 3:6 彼得說、金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

拿撒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來行走。 
徒 3:7 於是拉著他的右手、扶他起來、他的和踝子骨、

立刻健壯了． 
徒 3:8 就跳起來、站、又行走．同他們進了殿、走著、

跳、讚美 神。 
徒 3:12 彼得看見、就對百姓說、以色列人哪、為甚麼把這

事當作希奇呢．為甚麼定睛看我們、以為我們憑自

己的能力和虔誠、使這人行走呢。 
徒 3:15 你們殺了那生命的主、 神卻叫他從死裏復活了．

我們都是為這事作見證。 
徒 3:16 我們因信他的名、他的名便叫你們所看見所認識的

這人、健壯了．正是他所賜的信心、叫這人在你們

眾人面前全然好了。 
徒 4:4 但聽道之人、有許多信的、男丁數目、約到五千。 
 
一、得人如得魚 
(一) 把船開到水深之處 –  進入更深的生命 

(二) 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著甚麼 

(三) 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 –  完全的順服 

(四) 主阿、離開我、我是個罪人–  遇見行神蹟的主 

二、傳福音給美門前的瘸子 
(一) 在最好屬靈傳統前無助的人 

(二) 你看我們 –  由我們看見主 

(三) 金銀都沒有只把所有的給你 – 奉主名叫那人起來行走 

(四) 走著、跳著、讚美 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