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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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神擴大我們的度量，好更多承裝主的祝福。在這一年

竭力追求進入「更美之約、更深之愛、更高之處」。 
 

二、敬請參加教會週間的各聚會： 

週二晚間七時半 禱告聚會禱告聚會禱告聚會禱告聚會 (神工作由教會禱告開始) 

週三上午十時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在教會住房舉行) 

週五晚間七時半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聚會聚會聚會聚會(希伯來書第 9章) 
 

三、這週飯食和整潔的服事是河濱分家與青年組。 
 

四、今天主日下午詩歌練唱將暫停舉行。 
 

五、本週四晚間 8-9時將在梁弟兄家有讀經預查讀經預查讀經預查讀經預查，請週五領

詩與各組領會的弟兄姊妹務必參加。 
 

六、全教會事奉聚會將在今天下午愛筵後舉行，邀請每一位

弟兄姊妹參加，一同關心神家的事。 
 

七、三月 20-22日南加基督徒聚會「靈命更新」春令特會，

教會邀請到正道福音神學院劉富理牧師為特會講員。為

這次特會的蒙恩，邀請弟兄姐妹一同參與會前 2/9 日開

始的 40 天禁食禱告(您可選哪幾餐禁食禱告)，若您決定

好禁食禱告的時間，請您到餐廳的禁食禱告日程表上將

姓名或代表您的數字/記號寫上，讓我們一同確認每天每

餐都有弟兄姐妹為春令特會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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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禱告聚會       Tuesday Prayer Meeting 
 7:30p.m.   敬拜及代禱  Worship and Pray 

週五讀經聚會          Friday Bible Study Meeting 
 6:45p.m.   愛筵   Dinner 
 7:30p.m.   聚會   Meeting 

 

 Address：312 E. 10th St., Pomona, CA 91766  

Tel: (909)979-9891, (909)595-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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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五年三月八日 

主主主主    日日日日    敬敬敬敬    拜拜拜拜    聚聚聚聚    會會會會    

一、擘餅聚會﹕一、擘餅聚會﹕一、擘餅聚會﹕一、擘餅聚會﹕               

    『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路廿二 19）         

二、信息聚會﹕二、信息聚會﹕二、信息聚會﹕二、信息聚會﹕        

領詩﹕陳金龍 (H277我願更多認識基督) 

信息﹕梁家聲;             報告﹕陳金龍 

主題﹕認識神 

來 8:10 主又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

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

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 神、他們要作

我的子民．11他們不用各人教導自己的鄉鄰、

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主．因為他們從

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 

一、藉著神所創造之物來認識神 

羅 1:20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

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

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二、藉著神大能的作為來認識神 

申 3:24 主耶和華阿、你已將你的大力大能顯給僕人

看、在天上、在地下、有甚麼神能像你行事、

像你有大能的作為呢。 

 

三、藉著神作事的法則來認識神 

詩 103:7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則、叫以色列人曉得他的

作為。 

撒上 15:22 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

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

勝於公羊的脂油。 

 

四、藉著神所賜的生命來認識神 

1. 神所賜生命的生命之律 

詩 34:8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

靠他的人有福了。 

約 17:3 認識你獨一的真 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

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2. 神聖靈的膏油塗抹的教訓 

弗 1: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將那賜

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

他． 

約一 2:27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裏、

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

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們要按

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裏面。 

 

五、藉著神話語的教導來認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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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5:12 看你們學習的工夫、本該作師傅、誰知還得有

人將神聖言小學的開端、另教導你們．並且成

了那必須喫奶、不能喫乾糧的人。 

 

============================================ 



信徒造就：教會恢復史-使徒時代三個教會的中心 

徒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

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

極、作我的見證。 

主後 30～ 44年時，教會的中心是在耶路撒冷，彼得與主的

兄弟雅各是當時教會的領袖。主後 44～ 68年，使徒保羅使

敘利亞的安提阿成為外邦差傳的中心。主後 68～ 100年，

使徒約翰使以弗所成為世界宣教的中心。 

 

一、耶路撒冷教會(主後 30～ 44 年) 

徒 2:41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

添了三千人．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

交接、擘餅、祈禱。 

徒 2:46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裏、且在家中擘

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47 讚美 神、得

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初代教會的信徒常會說主必要來，亞蘭文音譯 mar'anath'a ，

問候語常說「主快來了！」「主必要再來！」彼此提醒！當

完全的來到，這一切都要過去！ 

徒 15:1 有幾個人、從猶太下來、教訓弟兄們說、你們若

不按摩西的規條受割禮、不能得救。2 保羅巴拿

巴與他們大大的分爭辯論、眾門徒就定規、叫保

羅巴拿巴和本會中幾個人、為所辯論的、上耶路

撒冷去、見使徒和長老。 

徒 15:13 他們住了聲、雅各就說、諸位弟兄、請聽我的話。 

徒 15:19 所以據我的意見、不可難為那歸服 神的外邦

人．20 只要寫信、吩咐他們禁戒偶像的污穢和

姦淫、並勒死的牲畜、和血。 

徒 21:19 保羅問了他們安、便將 神用他傳教、在外邦人

中間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說了。20 他們聽見、

就歸榮耀與 神、對保羅說、兄台、你看猶太人

中信主的有多少萬、並且都為律法熱心。 

加 2:11 後來磯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責之處、我就當

面抵擋他。12 從雅各那裏來的人、未到以先、

他和外邦人一同喫飯．及至他們來到、他因怕奉

割禮的人、就退去與外邦人隔開了。13 其餘的

猶太人、也都隨著他裝假．甚至連巴拿巴也隨夥

裝假。 

在使徒時代有三個重要的中心。主後 30~44年，耶路撒冷是

一個龐大的教會中心，那裏聚集了最早期的一批使徒。就是

在這裏教會被聖靈充滿，就是在這裏宣教工作開始伸延至撒

瑪利亞和敘利亞；亦是在這裏召開了緊急的使徒會議，處理

猶太化基督徒的問題。 

 

二、安提阿教會(主後 44～ 68 年) 

徒 11:19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的門徒、直走到腓

尼基、和居比路、並安提阿．他們不向別人講道、

只向猶太人講。20 但內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

人、他們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傳講主耶

穌。21 主與他們同在、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 

徒 11:22 這風聲傳到耶路撒冷教會人的耳中、他們就打發

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為止．21 主與他們同

在、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23 他到了那裏、

看見 神所賜的恩就歡喜、勸勉眾人、立定心

志、恆久靠主。24 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被聖

靈充滿、大有信心．於是有許多人歸服了主。25

他又往大數去找掃羅、26 找著了、就帶他到安



提阿去。他們足有一年的工夫、和教會一同聚

集、教訓了許多人．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

阿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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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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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提阿是第二個基督教中心，她是差遣保羅和巴拿巴建立宣

教事業的教會，她曾開始推行協助遠處教會的計劃。安提阿

因此成了外邦基督教的中心，正如耶路撒冷是猶太基督教的

中心一樣。安提阿教會從主後 44~68年成為擴展和宣教工作

的基地。 

 

三、以弗所教會(主後 68～ 100 年) 

徒 18:19 到了以弗所、保羅就把他們留在那裏、自己進了

會堂、和猶太人辯論。(第二次旅行佈道) 

弗 1:1 奉 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寫信給在

以弗所的聖徒、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有忠心的人． 

固有的傳統認為主後 68~100年間，使徒約翰使以弗所成為

基督教的第三個中心。使徒約翰是在耶路撒冷被圍攻的四年

間(主後 66~70年)遷徙至以弗所。那時駐守巴勒斯坦的羅馬

巡撫既無能又治理不當，遂引致居住在那裏的猶太人全面暴

亂，結果聖殿被焚，猶太人的獻祭從此中斷。在巴勒斯坦的

基督徒決定在戰爭之中採取中立立場，不參予猶太愛國主義

者的行動。基督徒及時離開耶路撒冷，並在低加波里的一個

希臘城市珀拉重新建立教會。 

 

 

四、使徒時代後期的教會 (主後 70～ 110 年) 

在教會歷史上，自主後 70 年至 110年的四十年中，要算是

最模糊的時期，我們所能知道的，只有一些殘篇斷簡。 

這個暗晦的時期，是極為重要的。新約的一切經卷，除了保

羅書信以外，差不多都是在這個時期內寫成的。教會的信息

和形式是在發展中，而她與猶太和異教社會及它們的政府當

局的接觸和衝突也正在醞釀。教會的向外發展，在擴大中。

新的領袖快要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