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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禱 告 會 主 日 學 

09:45-11:00  華語崇拜（大會堂） 09:20-09:45 11:30-12:30 

10:00-10:50  兒童崇拜（2 樓）  11:00-12:00 

11:00-12:30  英語崇拜（中會堂）  10:00-10:50 

11:15-12:30  台語崇拜（大會堂） 09:15-09:50 (118) 10:00-11:00 

11:15-12:30  華語青年崇拜（小會堂）  10:00-11:00 

12:30-      午餐交誼 

週三禱告會  7:30-9:30pm 禱告會 (中會堂 # 115 ) 

週六晚崇拜 6:00pm 禱告會   5:00-6:00pm 成人主日學 ( # 119E ) 

 7:00-8:30pm 英文青少年崇拜 (118)   6:15-7:00pm 晚餐交誼 ( # 119  )   

 7:00-8:30pm 華語成人晚崇拜(大會堂)   6:50-8:50pm 兒童 AWANA (小會堂)  

ANNOUNCEMENTS  
 2014 Giving Receipts: they are available to be picked today and next 

Sunday. Please stop by the lobby of the main sanctuary. If there 
are any discrepancies or if you have moved, please see our church 
office, (626)450-7676. 

Living Life and Sena Devotionals: if you have purchased them, the 
February copies are available to be picked up today. Please stop by 
the distribution table (in the lobby of the Main Sanctuary) to pick 
up your copy.   

Agape Montessori School Open House, Saturday, January 31, 
10am-12pm: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enrolling your children (ages 
2 to 6) in the school, please come visit the school for their annual 
open house. If you need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Mrs. 
Amy Liu at (626)450-7686.  

CSM Downtown Ministry, Sunday, February 8, 12:30 – 2:30pm: 
CSM will be going to downtown Los Angeles to minister to the 
homeless next Sunday. If you would like to go or have questions, 
please see Roberto. Please keep the team in your prayers.   

Quiet Time Workshop, Sunday, February 8, 1:30-2:30pm: do you 
want to know how to have a good and effective quiet time with the 
Lord? Pastor Philip Lee will be teaching on this subject, followed 
with a time of practice and demonstration. The workshop will take 
place in the Sanctuary, and translation will be provided.  

Elder Board Meeting, Sunday, February 8, 2:30-4:30pm: elders and 
pastors, please note that the monthly Elder Board meeting will take 
place on the second Sunday of February. If you have items for the 
agenda, please let Elder Sheila know.  

PRAYER REQUESTS  
1. For us to commit to growing as disciple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2. For CSM and the teams we send to continue to minister to the 

homeless in downtown Los Angeles. 
3. For our deacons and elders s they serve faithfully and diligently. 

May God give them wisdom and bless the work of their hands.            
4. For peace and comfort in tragedies around the globe: for France as 

the nation heals, AirAsia 8501 victims and the families. Pray for 
those suffering in our world in places like Haiti, Burma, South 
Sudan, Ukraine, and Palestine. 

本週 讀經/靈修 進度 – 活潑的生命 
 

『Rejection of the King』 
Matthew 12 : 22-32 

Andy Kuo 
 

「承認惡行是善行的開端。」 

奧古斯丁（4 世紀基督教思想家、神學家和牧者） 
 

 

簡易的靈修方式（每天 10 分鐘，操練靈修） 

1. 禱告：求聖靈引導 

2. 讀經：領受神的話 

3. 默想：思想神的話（默想一節經文、一個故事、或一個主題） 

4. 回應：以順服的心領受神的話，向神訴說你的祈求 

日期 進度 默想的問題 

1/25 日 約 6:41-51 耶穌在這裡說到哪兩類的食物? 

1/26 一 約 6:52-59 吃耶穌的肉、喝耶穌的血，會有什麼屬靈的結果? 

1/27 二 約 6:60-71 當門徒有多人離開耶穌的時候，為什麼彼得卻說：

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跟從誰呢? 

1/28 三 約 7:1-13 耶穌說：你們的時候是方便的，我的時候還沒有

到。是什麼意思? 

1/29 四 約 7:14-24 怎樣可以知道“在人(我)心裡沒有不義”? 

1/30 五 約 7:25-36 在眾人紛紛議論中，為什麼耶穌卻一再說到“差我

來的”? 

1/31 六 約 7:37-52 耶穌說：信祂的人，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來；你對此的經驗如何?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2014 宣教 – 消息與代禱 

【聖迦台福教會】 
1. 教會經同工會議決議，將從今年 2/1 第一個主日開始，聚會

時間改為上午 9:45~10: 50，請弟兄姊妹禱告中記念代禱。 

2. 請為教會週間聚會陸陸續續有些新來的慕道友，謝徐淑玉、

謝景新夫婦、伊東柱、行思、及天米能夠穩定聚會代禱。  

【巴拿馬禱告站】 

1. 為主日來到我們當中的慕道友們祈禱，願主的旨意在他們當

中得成全。為 Tina 老師的手傷、志強弟兄及 Nancy 禱告。 
 【尊榮之家禱告站】   

1. 在新的一年，讓我們相信神話語的全能是不會受時間和距離

的限制，求神幫助我們從以「神蹟為主」的信仰，進到「以神

話語為主」的信仰。  

2. 為飢渴慕義的組員們禱告，他們渴慕讀神的話，藉著每週聚

集，敬拜、分享、代禱，同走天路，使我們生命散發耶穌馨香

之氣，能吸引更多人來認識主耶穌。 

新會員： 1/11 小會通過接納謝信生、梁明欣、Raymond 
Glen Hayashida、Johnson Chan 為本會會員。 

大學助學金講座：大學學費對一般家庭是非常沈重的負擔。

基督教角聲家庭中心，於 1/31(週六) (粵語主講，國語翻譯)

上午 10-12 點在聖蓋博角聲社區中心(715 E. Mission Road, 
San Gabriel) 特別為社區朋友、及子女即將入讀高校的家長

們，準備了有關大學助學金的免費講座。講座內容包括：介

紹各類助學金、申請表的內容、及申請時必須注意的事項。

講員為擁有財務管理碩士(MBA)，多年來幫助過無數莘莘學

子的資深電子工程師梁有光先生。查詢電話:626-281-9280。 

台福總會青松會：為迎新年時節，於 2/14(週六)上午十點在

本會舉行「2015 新春親睦同樂會」，敬請眾弟兄姊妹參

加，並邀請慕道友一起來參加此新春親睦同樂會。 

正道培育中心冬季課程開始受理報名：關係佈道/黃文雄長

老(1/26-3/16 每週一晚)；神學精華/陳愛光牧師、雷雪倫博士

(1/27-4/21 每週二晚)；師母學/林呂寧華師母(2/9-2/13 白天密

集班)；職場事工面面觀/張路加牧師(2/27-3/1 週末密集班)；
協輔 II-愛心說誠實話/傅立德牧師(3/27-3/29 週末密集班)。e-
Campus 網路課程： e-協談輔導 VI-自我認識與成長、e-原生

家庭探討、e-基督教倫理學、e-實用講道法。網路課程均自

2015 年 1 月 19 日開課。以上課程詳細簡介請洽 626-571-
5111，LTI@les.edu，http://lti.les.edu。 

代禱事項 
為教會禱告：請為敬拜事工禱告。為 Leo 長老，以及台、

華、英語、青崇、週六崇拜的敬拜執事、敬拜主領、

vocalists、樂手、PPT 播放人員與音控人員禱告。請為成

人詩班指揮(Laura、Cathi、and Ning)、兒童詩班指揮(Anna)
及伴奏、班長、詩班團員禱告。請為兒童敬拜團的指導老

師、成員禱告。請為大家使用「活潑生命」材料，養成每

天與主 QT 的習慣，並在小組聚會與家庭祭壇時間分享神的

話語一起應用神的話語禱告。 

為肢體禱告：為曉薇姐妹、黃宇田弟兄接受癌症治療有果

效禱告。為黃蔡瑞雲姐妹、高淑子姐妹、許月峰姐妹、曾

光華弟兄、陳正茂弟兄、賴滄城弟兄的身體健康禱告。 

為世界禱告：聯合國表示，約 300,000 名烏克蘭難民，在內

戰中被迫離開家園與生計，面對著無望的未來。有基督教機

構，正動員當地的信徒與牧者為難民提供物資與聖經，求神

保守戰火中的烏克蘭民眾，生活和生命都因認識福音而改變

且蒙福。  

教會報告事項 
年度奉獻收據：本主日及下主日崇拜後，請弟兄姊妹到主堂

Lobby 領取 2014 年教會奉獻收據(請核對奉獻金額，因中、英

文名字不同，可能不只一份收據)，若為台福神學院、傳播中

心或總會奉獻而未收到收據者，請直接與這些機構聯絡。  
全教會靈修教材『活潑的生命』：敬請各團契代表於本主日

及下主日中午 12:30-1:00 到大堂招待處領取 2 月份所訂購的靈

修教材。 

報告：本主日王炳欽牧師前往愛加倍教會證道。洛福桌球

隊集訓開始，練球時間是每週日下午 2-5 點，在 129D 教室，

歡迎大家參加。 

詩班報告：若無法參加上午 10 點練習的弟兄姊妹，從 2/1 主

日開始，下午 1:30-2:30 在詩班仍有練習的機會，敬請參加。 

姊妹會：於 1/30 週五上午 10 點邀請劉王仁美師母分享『舉目

向田觀看，約翰福音 4:31-38』，敬請踴躍參加。 

聖餐及愛心奉獻：將於 1/31 週六及 2/1 台、華、青年崇拜中舉

行聖餐及愛心奉獻，敬請弟兄姊妹預備心參加。 

QT 分享會：將於 2/7 週六晚上 7 點、及 2/8 主日下午 1:30~ 
2:30 在大堂舉行，由李基藏牧師帶領分享(中翻英)，敬請弟兄

姊妹踴躍出席參加。 

市中心街民(Homeless)服事： 2/8 主日中午 12:00，教會英文堂

的 Roberto Tsai 長老夫婦及 Jane 姊妹邀請弟兄姊妹一起前往洛

杉磯市中心發放熱狗午餐給街民享用，請踴躍參與這服事。 

1-3 月份成人主日學：台語(10~11AM)：歌羅西書 -周明成/李
啟成/蔡英惠、基要真理/哥林多前書查經- 許清泉/陳純/陳國弘/

葉敏明/林淑姿/黃玉清、從希伯來書到啟示錄- 賴清漂。華語

(11:30~12:30AM)：基要真理- 莊光梓/邱志榮/孫孝齊、新造的

人- 郭克倫/陳雲葶/劉榮文、長青團契(長輩)主日信息回應- 陳
旭/蘇敏/王智、查考新約經卷 (廣東話)- 林德昀、從希伯來書

到啟示錄- 賴清漂/王維民、華語詩班- 鄒詩篇/鍾寧。週六華語

(5~6PM)：聖經馬太福音研讀- 詹雪貞、活潑的生命- 鍾嘉芝。 

其他報告事項 

愛加倍蒙特梭利幼兒園：將於 1/31 週六上午 10 點到中午 12
點，開放學校、展示教室與教學成果。並在教會中庭，設有

給孩子們參與的趣味遊戲攤位，敬備茶點與小獎品，歡迎兄

姐蒞臨。本活動是學校參與全美 “學校選擇週”的活動之

一，為喚醒社會大眾對教育的重視。敬邀家中有二至六歲孩

童的家庭，一齊來參與！詳情請洽 (626) 450-7686 或電郵

agape.mho@gmail.com。 

代轉：台灣宣教 $20.00 

  本  週 下  週 

堂會 華 台 青崇 週六 華 台 青崇 週六 

講員 姜明磊 李基藏 胡大衛 王炳欽 王炳欽 董家驊 王炳欽 

領詩 第 8 牧區 蘇晉立 A/O 聖潔石 何恭孝 A/O 

值星 Donna 葉銘太 楊志博 張煒 張維辰 馬永年 

音控 趙佐 趙佐 
曾僅瑩 

馬永年 

趙佐 趙佐 
梁婉華 

胡大衛 
招待 新天地 雅歌 彩虹之家 慕義 

迎新 郭克倫 雅歌 郭克倫 慕義 

姜明磊 

林梅芳 

董榮爵 

王雪峰 

故鄉情 

故鄉情 

孫主立 

董榮爵 

張振琳 

故鄉情 

故鄉情 

一般奉獻      $15,354.81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成人     689   193 82 

感恩   $70.00 兒童 166 137  

宣教 $310.00 共計  855 330 82 

愛心                   $840.00 Santa Anita 療養院 47 人 / 長春大學 35 人 

 慈博療養院 36 人 / 永青療養院 40 人  

 巴拿馬禱告站 23 人 / 尊榮之家 13 人  

總計 $16,574.81 蒙特梭立學校 70 人  

 聖迦台福教會 16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