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 徒 交 通 
CASGV(East) Announcements (2011-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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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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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週五讀經聚會內容為「使徒行傳 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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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組及兒童 English and Children: (909)979-4267 
 地點: 道路之家 20127 Donway Dr., Walnut, CA 91789 

 中文組: (626)810-1789, (626)679-5925 
 地點: 2109 Lerona Ave.,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河濱組: (951)272-2258, (626)262-9747 
地點: 13759 Dearborn St., Corona, CA 92880 

Ontario：週六下午 3:30-5:00PM (909)772-0195 
 地點: 4237 East Airport Drive, Ontario, CA 91761 

 
三、我們將在四月二十四日(復活節主日)上午舉行受浸聚

會，請已蒙恩得救尚未受浸的弟兄姊妹會後在會議室一

同享用愛筵並有交通。 
 
四、下主日(4/24)聚會將在梁弟兄家舉行，10:00AM擘

餅;10:30AM-11:30AM信息; 11:30AM受浸。中午愛筵後

小孩和青少年們可游泳或打籃球。(聚會地點：20442 
Prestina Way, Walnut, CA 9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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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敬拜聚會      Sunday Worship 

 10:00 a.m.   擘餅記念     Breaking of Bread 

  10:30 a.m. 信徒造就  Edificatio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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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霖之家 Killian House 
2109 Lerona Ave.,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Tel: (909)396-5548, (626)810-1789/(626)679-5925 

Website: www.casgv.org; E-mail: casgv@aol.com  

 

基基基督督督是是是一一一切切切,,,又又又在在在一一一切切切之之之內內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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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年四月十七日 

主 日 敬 拜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施力, 陳金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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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韓逍融 (H564 祂摸我) 
信息﹕梁家聲;      報告﹕沈保羅 

主題﹕聖經中的按手 
 

一、按手的榜樣 

(一) 主耶穌按手 

太 8:2 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來拜他說、主若肯、必能叫

我潔淨了。 
太 8:3 耶穌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罷．他的大痲

瘋立刻就潔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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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 於是抱著小孩子、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 

路 4:40 日落的時候、凡有病人的、不論害甚麼病、都帶

到耶穌那裏．耶穌按手在他們各人身上、醫好他

們。 

啟 1:17 我一看見、就仆倒在他腳前、像死了一樣。他用

右手按著我說、不要懼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

後的、 
 (二) 使徒們按手 

徒 6:3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

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

這事。 
 

 
徒 6:4 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 
徒 6:5 大眾都喜悅這話、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

心、聖靈充滿的人、又揀選腓利、伯羅哥羅、尼

迦挪、提門、巴米拿、並進猶太教的安提阿人尼

哥拉． 
徒 6:6 叫他們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禱告了、就按手在他

們頭上。 

徒 19:6 保羅按手在他們頭上、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他

們就說方言、又說豫言。〔或作又講道〕 
 

二、按手的意義 

(一) 聯合 

利 1:4 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頭上、燔祭便蒙悅納、為他

贖罪。 

利 4:33 按手在贖罪祭牲的頭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

了、作贖罪祭。 

民 8:12 利未人要按手在那兩隻牛的頭上．你要將一隻作

贖罪祭、一隻作燔祭、獻給耶和華、為利未人贖

罪。 

 (二) 交通 

民 27:18 耶和華對摩西說、嫩的兒子約書亞、是心中有聖

靈的、你將他領來按手在他頭上． 
民 27:19 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亞撒、和全會眾面前、囑咐他。 
民 27:20 又將你的尊榮給他幾分、使以色列全會眾都聽從

他。 

詩 133:2 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

又流到他的衣襟‧ 
 



三、按手的實行 
(一) 接納與受聖靈 

徒 8:14 使徒在耶路撒冷、聽見撒瑪利亞人領受了 神的

道、就打發彼得約翰往他們那裏去。 
徒 8:15 兩個人到了、就為他們禱告、要叫他們受聖靈． 
徒 8:16 因為聖靈還沒有降在他們一個人身上．他們只奉

主耶穌的名受了洗。 
徒 8:17 於是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就受了聖靈。 

徒 9:12 又看見了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進來按手在他

身上、叫他能看見。 
徒 9:17 亞拿尼亞就去了、進入那家、把手按在掃羅身上

說、兄弟掃羅、在你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主、

就是耶穌、打發我來、叫你能看見、又被聖靈充

滿。 

林前 12: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為奴的、

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

體．飲於一位聖靈。 
(二) 分恩賜 

提前 4:14 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就是從前藉著豫言、在

眾長老按手的時候、賜給你的。 

提後 1:6 為此我題醒你、使你將 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

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三) 打發 

徒 13:1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就是巴

拿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與分

封之王希律同養的馬念、並掃羅。 
徒 13:2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

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 
徒 13:3 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

了。 

 (四) 祝福 

創 48:14 以色列伸出右手來、按在以法蓮的頭上．以法蓮

乃是次子、又剪搭過左手來、按在瑪拿西的頭上、

瑪拿西原是長子． 
創 48:15 他就給約瑟祝福、說、願我祖亞伯拉罕、和我父

以撒所事奉的 神、就是一生牧養我直到今日的 

神、 
(五) 醫病 

可 16:17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

說新方言． 
可 16:18 手能拿蛇．若喝了甚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

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徒 28:8 當時、部百流的父親、患熱病和痢疾著．保羅進

去、為他禱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 
(六) 要慎重 

提前 5:22 給人行按手的禮、不可急促．不要在別人的罪上

有分．要保守自己清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