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徒交通 
CASGV(East) Announcements (2009-02-15)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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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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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聚會

地點：20442 Prestina Way, Walnut, CA 91789.) 

三、本週六(2009-02-21)分家合併聚會將交通「十二籃-兩種

的認識主耶穌」，請領取本篇信息錄音 CD 與十二籃(第
一輯)選讀。 
日期: February 21, 2009 (Saturday)  
時間: 6:00 PM 愛筵 Love feast; 7:00PM 聚會 Meeting  
地點: Walnut Valley Vineyard Church 20740 Carrey Road, 
Walnut, CA 91789 

四、我們將在二月二十二日(下主日)舉行福音聚會，將邀請

陳子明弟兄作見證，盼弟兄姊妹為聚會禱告並多邀親友

參加。(上午十時擘餅，十時半開始福音聚會) 

五、成人主日學「信徒造就」的課程，下主日將暫停一次。 

六、每週三在齊霖之家上午九時半有姊妹聚會，下午三時有

弟兄聚會，歡迎弟兄姊妹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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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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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Tel: (909)598-5068, (909)979-4140 / (626)428-6667 
Website: www.casgv.org; E-mail: casgv@a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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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年二月八日 

主 日 敬 拜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沈保羅, 錢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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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碧秋, 呂梁家祺 (439 主我相信)   
講員﹕梁家聲      報告﹕李普幼 
信息：神的詫異(二) –人的不信 

賽 59:16 他見無人拯救、無人代求、甚為詫異‧就用自己的

膀臂施行拯救‧以公義扶持自己。 

可 6:1 耶穌離開那裏、來到自己的家鄉．門徒也跟從他。 

 

可 6:5 耶穌就在那裏不得行甚麼異能、不過按手在幾個病

人身上、治好他們。 

可 6:6 他也詫異他們不信、就往周圍鄉村教訓人去了。 

 

一、人的情形 

1. 神厭惡不信的惡心 

民 13:32 探子中有人論到所窺探之地、向以色列人報惡

信、說、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吞喫居民之地、

我們在那裏所看見的人民、都身量高大。 

民 13:33 我們在那裏看見亞衲族人、就是偉人、他們是偉

人的後裔、據我們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樣、據他們

看我們也是如此。 

來 3:12 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

著不信的惡心、把永生 神離棄了． 

來 3:17 神四十年之久、又厭煩誰呢．豈不是那些犯罪屍

首倒在曠野的人麼。 

來 3:18 又向誰起誓、不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呢．豈不是

向那些不信從的人麼。 

來 3:19 這樣看來、他們不能進入安息、是因為不信的緣

故了。 

 

2. 若不看見神蹟奇事總是不信 

約 2:23 當耶穌在耶路撒冷過逾越節的時候、有許多人看

見他所行的神蹟、就信了他的名。 

約 2:24 耶穌卻不將自己交託他們、因為他知道萬人．(喊
除掉祂的人多親見過神蹟) 

約 4:48 耶穌就對他(大臣,兒子快死)說、若不看見神蹟奇

事、你們總是不信。 

 

3. 已經看見還是不信(主就是最大的神蹟) 

約 6:30 他們又說、你行甚麼神蹟、叫我們看見就信你．

你到底作甚麼事呢。 

約 6:31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喫過嗎哪、如經上寫著說、『他

從天上賜下糧來給他們喫。』 

約 6:35 耶穌說、我就是生命的糧．到我這裏來的、必定

不餓．信我的、永遠不渴。 

約 6:36 只是我對你們說過、你們已經看見我、還是不信。 

 

4. 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可 16:12 這事以後、門徒中間有兩個人、往鄉下去．走路



的時候、耶穌變了形像向他們顯現、 

可 16:13 他們就去告訴其餘的門徒．其餘的門徒、也是不

信。 

可 16:14 後來十一個門徒坐席的時候、耶穌向他們顯現、

責備他們不信、心裏剛硬．因為他們不信那些在

他復活以後看見他的人。 

約 20:24 那十二個門徒中、有稱為低土馬的多馬．耶穌來

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同在。 

約 20:25 那些門徒就對他說、我們已經看見主了。多馬卻

說、我非看見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入那釘

痕、又用手探入他的肋旁、我總不信。 

約 20:26 過了八日、門徒又在屋裏、多馬也和他們同在、

門都關了．耶穌來站在當中說、願你們平安。 

約 20:27 就對多馬說、伸過你的指頭來、摸［摸原文作看］

我的手．伸出你的手來、探入我的肋旁．不要疑

惑、總要信。 

約 20:28 多馬說、我的主、我的 神。 

約 20:29 耶穌對他說、你因看見了我纔信．那沒有看見就

信的、有福了。 

 

二、神的應許 

1.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可 9:17 眾人中間有一個人回答說、夫子、我帶了我的兒

子到你這裏來、他被啞吧鬼附著． 

可 9:23 耶穌對他說、你若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可 9:24 孩子的父親立時［流淚的］喊著說、我信．但我

信不足、求主幫助。 

 

2. 不要怕、只要信 

路 8:41 有一個管會堂的、名叫睚魯、來俯伏在耶穌

前、求耶穌到他家裏去． 

路 8:42 因他有一個獨生女兒、約有十二歲、快要死了。

耶穌去的時候、眾人擁擠他。 

路 8:49 還說話的時候、有人從管會堂的家裏來說、你的

女兒死了、不要勞動夫子。 

路 8:50 耶穌聽見就對他說、不要怕、只要信、你的女兒

就必得救。 

 

3. 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 

太 21:22 你們禱告、無論求甚麼、只要信、就必得著。 

可 11:24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論是甚

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 

 

三、蒙福的路 

1.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 

來 11:6 人非有信、就不能得 神的喜悅．因為到 神面

前來的人、必須信有 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

的人。 

 

2. 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彼前 1:8 你們雖然沒有見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不得看

見、卻因信他就有說不出來、滿有榮光的大喜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