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徒交通 
CASGV(East) Announcements (200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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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五讀經聚會內容為「馬太福音第 2 章」，請弟兄姊

妹預讀神寶貴的話語，一同來分享。(7:30 pm 聚會) 
  英文組與兒童: 梁殷宗宣姊妹 (909)979-4267, (909)396-5548 

Youth&Kids:(Walnut Valley Vineyard Church 20740 Carrey Road, 
Walnut, CA 917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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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羅蘭分家: 錢弘弟兄 (562)690-8888, 陳碧秋姊妹(626)428-6667 
Rowland: (齊霖之家 2109 Lerona Ave.,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河濱分家: 沈保羅弟兄 (951)272-2258, (626)262-9747 
Riverside: (沈弟兄家 13759 Dearborn St., Corona, CA 92880.) 

 哈崗週六分家: 于若軍弟兄 (626)839-1261, (626)428-9226 
Saturday: (于弟兄家 1513 Eagle Park Rd., Hacienda Heights) 

四、成人主日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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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梁家聲弟兄將交通以斯拉記)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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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由三月七日開始五個週六，上午九時半至十一時半將在

聖迦谷基督徒聚會西區會所舉行追求聚會，史伯誠弟兄

將由希伯來書交通「更美」，歡迎弟兄姊妹一同前往參

加。(8141 Hellman Ave., Rosemead, CA 91770) 

 

聖 迦 谷 基 督 徒 聚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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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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Tel: (909)396-5548, (909)979-4140 / (626)428-6667 
Website: www.casgv.org; E-mail: casgv@a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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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年三月一日 

主 日 敬 拜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沈保羅, 冷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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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晶 (517 當我恩主降臨時候) 
講員﹕史伯誠      報告﹕錢弘 

信息﹕主的再來（之二） 
綱要/讀經﹕ 
一、等候祂兒子從天降臨 

二、神的號筒吹響一同被提 

三、主與那有能力的天使從火焰中顯現的日子 

四、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賽 64:1 願你裂天而降、願山在你面前震動、 
賽 64:2 好像火燒乾柴、又像火將水燒開‧使你敵人知道你的

名、使列國在你面前發顫。 
賽 64:3 你曾行我們不能逆料可畏的事‧那時你降臨、山嶺在

你面前震動。 

帖前 1:9 因為他們自己已經報明我們是怎樣進到你們那裏、你

們是怎樣離棄偶像歸向 神、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 

神、 
帖前 1:10 等候他兒子從天降臨、就是他從死裏復活的、那位救

我們脫離將來忿怒的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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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前 2:20 因為你們就是我們的榮耀、我們的喜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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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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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前 4:13 論到睡了的人、我們不願意弟兄們不知道、恐怕你們

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 
帖前 4:14 我們若信耶穌死而復活了、那已經在耶穌裏睡了的人、 

神也必將他與耶穌一同帶來。 
帖前 4:15 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還存

留到主降臨的人、斷不能在那已經睡了的人之先． 
帖前 4:16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降臨、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

聲音、又有 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裏死了的人必先

復活。 
帖前 4:17 以後我們這活還存留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

裏、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帖前 4:18 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 
帖前 5:23 願賜平安的 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

靈、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降臨

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 
帖前 5:24 那召你們的本是信實的、他必成就這事。 

帖後 1:8 要報應那不認識 神、和那不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 
帖後 1:9 他們要受刑罰、就是永遠沉淪、離開主的面和他權能

的榮光． 
帖後 1:10 這正是主降臨要在他聖徒的身上得榮耀、又在一切信

的人身上顯為希奇的那日子．（我們對你們作的見證、

你們也信了。） 
 
彼後 3:8 親愛的弟兄阿、有一件事你們不可忘記、就是主看一

日如千年、千年如一日。 
彼後 3:9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延．其實不是

延、乃是寬容你們、不願有一人沉淪、乃願人人都

悔改。 
彼後 3:10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來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

去、有形質的都要被烈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

盡了。 
彼後 3:11 這一切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

怎樣敬虔、 
彼後 3:12 切切仰望 神的日子來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

了、有形質的都要被烈火鎔化。 
彼後 3:13 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