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5-7 月 成人主日學簡介 
 

台語（10:00-11:00am 週日） 

 
 

華語（11:30am-12:30pm 週日） 

 
* 建議剛受洗的弟兄姊妹， 

按新造的人  長大成熟  新 (舊) 約綜覽次序修課。 
 
 

週六晚崇拜（5:00-6:00pm 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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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課程名稱 教師  教室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周明成/蔡英惠李啟成 118 

    基要真理與生活見証 許清泉/陳純/陳國弘 
葉敏明/林淑姿/黃玉清 119B 

編號 課程名稱 教師  教室 

基要真理* 莊光梓/邱志榮/孫孝齊 圖書室 

新造的人* 郭克倫/陳雲葶/劉榮文 119E 
長青團契(長輩) 
主日信息回應 陳旭/蘇敏 119D 

創世記導讀 蔡皓敏/陳葆真 118 
 

腓立比書導讀 張少平 119B 
聖經-新約 
(廣東話) 林德昀 119C 

豐盛的生命課程 李佩芳、Jerry & Emily曾 109H 

華語詩班 鄒詩篇/鍾寧 109A/B 

編號 課程名稱 教師 教室 
 活潑的生命 鍾嘉芝 119A 
 聖經研讀 

馬太福音 詹雪貞 119C 



 【題目】我作主門徒 III – 長大成熟：從青年到父老 

 【經文】約翰一書 2:13-14 

 【講員】王炳欽牧師 


前言： 是不是一個人信主久了自然成為一個成熟的門徒？一個成熟的

門徒有哪些特徵？一個人又如何成為一個成熟的門徒？ 
 

一. 成長 ：屬靈的生命並不會       而增長，生命的

成長改變需要  ，包括自己的付出，         ，而神

會在這過程中改變我們的生命。 
 

二. 青年 ：一個屬靈的青年開始以           ；  是

他們的特徵，但他們需要裝備、發覺恩賜、學習服事，更重要是有

    。 
 

三. 父老 ：一個屬靈成熟的父老會      ；餵養嬰孩、教

導小孩、         是他們所關心的；父老仍需要    也

需要繼續學習成長。 
 

結論： 屬靈的父老是一個耶穌基督門徒      ，雖然不

是〝已經得著，已經完全了〞，但更多認識主就更想竭力追求。 
 
討論問題： 
1. 屬靈成長的定律是什麼？回想你的屬靈生命歷程，是否有這些條件

存在，請分享。 
2. 一個屬靈的青年人的特徵是什麼？一個屬靈的年輕人需要什麼？ 
3. 屬靈的父老最關心的是什麼？有誰曾帶領你？請分享這樣過程怎樣

改變你的生命？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代轉：台灣宣教 $90.00，正道神學院 $30.00，傳播中心$100.00 

  本  週 下 週 

堂會 華 台 青崇 週六 華 台 青崇 週六 

講員 王炳欽 王炳欽 董家驊 王炳欽 董家驊 黃寶儀 董家驊 黃寶儀 

領詩 第 8 牧區 愛加倍 For Jesus 詹雪貞 生命樹 姊妹會 For Jesus 林梅芳 

值星 陳華楊 黃祖德 馬永年 Mason 陳華楊 黃祖德 馬永年 Mason 
音控 趙佐 趙佐 

廖柯富

王雪峰 趙佐 趙佐 

廖柯富

吳祚裕 

招待 如鷹 琴瑟 故鄉情 如鷹 琴瑟 故鄉情 

迎新 郭克倫 琴瑟 故鄉情 郭克倫 琴瑟 故鄉情 

一般奉獻 $22,917.78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2.30  成人       686  216      101 
感恩             $200.00 兒童     173  136  
宣教             $1,005.00 共計     859  352    101 
建堂 $200.00  Santa Anita 療養院 49 人 / 長春大學 33 人 
 巴拿馬禱告站 8 人 / 慈博療養院 20 人 
 尊榮之家禱告站 14 人  
 聖迦福音站 17 人  
總計          $24,325.08 蒙特梭立學校 7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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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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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為教會禱告：為姜明磊牧師本週與下週在台灣與中國的短宣服事

禱告。為華語、英語學生事工的輔導禱告。為華語長輩長青團

契需要輔導禱告。 

 為肢體禱告：為葉立旺老弟兄的遺族能早日認識主禱告。寶儀

牧師女兒 Lani 對治療有正面反應，請繼續為 Lani 完全得醫治禱

告。摩西團契蔡楊惠柳姊妹在嘉惠爾醫院的急診室，請為她的身

體健康禱告。請為蔡妙芳姊妹(蔡宏嘉 David 牧師的妹妹)脊椎手術

後完全復原禱告。 

 為世界禱告：美國曾蒙受神莫大的祝福，但現在美國似乎在政

治、道德與屬靈上都迷失了。請同心為美國禱告；為聯邦、州、

郡、市各級官員禱告，按聖經原則行事，使美國再成公義的大國。

繼續為尼泊爾的救援工作禱告，為死傷減低禱告，更為神大恩和

憐憫臨到尼泊爾及她的臨近地區禱告。求神破壞 ISIS 迫害基督

徒，顛覆中東北非與世界其他地區和平的計謀。

2015 宣教 – 消息與代禱 
【聖迦台福教會】 
1. 請為教會每月的第一個週三晚上的電影福音影片觀賞，懇求聖靈動

工，能夠吸引更多的華人参加代禱。 
2. 請為慕道友聚會穩定代禱：塗哲雄夫婦、梁波夫婦、吳冠逸夫婦、

Gary 夫婦、堅良夫婦、李家榮和林碧美、陳老姊妹。 
【巴拿馬禱告站】 

1. 祈求主為我們揀選並帶領牧者前來巴拿馬，為福音事工的開展以及

門徒的信心做見證。 

2. 為未能來到我們當中聚會的弟兄姊妹禱告，願主賜福平安。 

【尊榮之家禱告站】   
1. 為 7/19 即將在 Glenkirk 教會開始主曰崇拜代禱。因為上帝的心意要

藉著教會將希望、健康、幸福帶入人群，轉化這地。 
2. 為尊榮之家現階段～短程計劃代禱。1）向內：造就，裝備所有同

工。2）向外：關懷新朋友，一人帶領一人計劃；並且關注兒童事

工及家庭事工：Ruth 主任將於 5/21，6/4，6/11，6/18 繼續裝備培訓

同工。 
3. 5/28 週四晚上 7:30 有醫學健康講座，邀請陳漢祥醫師 (現任醫院大

腸直腸外科主任) 主講，報名請洽 Angel Wang 626-840-1161。 

                本週 讀經/靈修 進度 – 活潑的生命 
 

「你內心最深的喜悅與世界最大的渴望相遇之處， 

就是上帝呼召你的地方。」 

Frederick Buechner（20 世紀美國基督教神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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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 默想的問題 

5/24 日 王上 21:17-29 
神有豐盛的憐憫，惡如亞哈王，當他悔改仍

得神的憐憫。回想我們生命中有哪些惡行，

在神面前悔改。 

5/25 一 王上 22:1-12 
我的新是否容得下神的話，或者我只想聽好

聽、讚美，對我有利的話，請反省。 

5/26 二 王上 22:13-28 
米該雅順服神說實話而付出代價，你在哪一

個方面需要神的憐憫，好做一個順服神話與

的門徒？ 

5/27 三 王上 22:29-40 
聖經用六章的篇幅講亞哈的惡行，卻只用一

節帶過亞哈一生的〝功績〞，默想什麼事才

是在神面前神最重要的？ 

5/28 四 王上 22:41-53 
約沙法雖然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但是他妥

協讓邱壇存留，又與以色列王結盟； 反省在

我的生命中是否有哪些妥協的地方，容讓神

所不喜悅的事存留？ 

5/29 五 猶 1:1-10 
我是否事事尊主為大？我是否在否在哪些地

方仍尋求自己的榮耀，甚至行惡濫用主的恩

典？ 

5/30 六 猶 1:11-16 
我在教會裡是否存心純正？我是為了滿足自

己的需要？還是為了活出神在我生命中的呼

召？ 



教會報告事項 

 相片杯：這次的父/母親節紀念杯子因在製作過程處理不當，以致

於一些照片模糊或顏色不清，若您拿到的杯子有這樣的情形，請

於本主日將杯子送回教會辦公室，我們將請廠商重新再作一次，

謝謝您的見諒及包容。 

 外出服事：姜明磊牧師於 5/20-6/3 前往台灣與中國短宣服事。

王炳欽牧師於 5/31-6/13 前往歐洲授課。請代禱。 

 特別報告：華語青年於主日上午 11 點在小會堂開始崇拜，敬請前

往餐廳或主日學教室的弟兄姊妹，放低聲亮，以免影響崇拜。 

 姊妹會：於 5/29 週五上午 10 點在教會 2 樓聚會，本週邀請劉瑞

義牧師分享『用智慧與時間競賽，約翰福音 9:4』，歡迎邀請朋友

踴躍參加。 

 兒童事工報告： VBS 暑期聖經營 (幼稚園到 5 年級兒童) 已開始

報名，將於 6/22 ~26 (週一~週五) 晚上 6:00-8:40 在教會舉行，每

人報名費 20 元，詳情及報名請與 Ruth 主任聯絡(x18)。 5/30 週

六上午 8 點~下午 4 點，Eagle Project 將整修教會前 playground 的

桌椅。5/30 週六晚上 6 點在小會堂(R120)召開 Awana 5 年級的

家長會，敬請所有家長準時出席參加。5/31 (主日)上午 9 點 5 年

級孩童請在簽到處集合，將前往 Arcadia Arboretum 植物園校外教

學，約中午時間回到教會。6/14(主日)中午 12:45-2:00 在 2 樓敬

拜教室舉行老師及助教會議，備有午餐及孩童照顧，敬請準時出

席參加。詳情請與 Ruth Kuo(x18)連絡。敬請所有家長留意，您

的小孩在 playground 遊玩時，請勿讓他們攀爬 play house 的屋

頂，謝謝合作。 

 音控訓練：教會敬拜部已舉辦了 2 次的音控教學訓練前說明，目

前只有青年堂的弟兄姊妹參加受訓，敬拜部建議每個堂會都能有

1-2 位弟兄姊妹來參加訓練，訓練課程將於 5/30 週六下午 2 點在

中會堂(R115)舉行。願意參加者，請和敬拜執事 Michael Lu 
(taweilu@hotmail.com)聯絡。 

 插花班：將於 6/5(週五)下午 2~4 點於詩班室(R109A)上課，連續

10 週，只收材料費$130，歡迎報名參加(額滿為止)，詳情請與王

素妙姊妹 626-433-3503 洽詢。 

 聖餐及愛心奉獻：於 6/6 週六及 6/7 台、華、青年崇拜中舉行，敬

請弟兄姊妹預備心參加。 

 台灣短宣隊/VBS 暑期聖經學校義工：第三次訓練會將於 6/7(主
日)中午 12:45-2:00 在 2 樓舉行，會中提供午餐，敬請所有隊員準

時出席參加，詳情請與 Ruth Kuo(x18)連絡。 

 會議：6/14(主日)中午 1:30，於中會堂(Room 115)舉行擴大長執

會，主題是：，敬請所有牧師、傳道、長老、執事、輔導、主

席、小組長準時出席參加。會後召開小會，請預留時間參加會

議。 

 圖書館報告：誠邀會使用電腦、略能中英文打字的弟兄姊妹，一

個月一次於主日中午 12:30-1:30 擔任圖書館義工，一起服事，從

屬靈書籍裡得到祝福，意者請洽圖書館莊光梓執事

Juliektchuang@gmail.com。 

 長輩停車位：每主日在教會正門口前，將預留 10 個停車位，給

80 歲以上的長輩，敬請弟兄姊妹合作。 

 洗禮：5/15 姜明磊牧師在永青療養院為溫美華施洗，求神堅固她

的信心。 

 蒙主恩召：葉立旺老弟兄於 5/16 蒙主恩召，5/30 下午一點在

Rose Hills 的 Sky Rose Chapel 舉行安息追思禮拜；段朱月琴老

姊妹於 5/13 蒙主恩召，6/2 上午九點在 Rose Hills 的 Memorial 
Chapel 舉行安息追思禮拜。請為這兩個家庭得安慰禱告。 

其他報告事項 

 正道神學院LTI 春季課程開始受理報名：協輔 III 心意更新變化-
傅立德牧師(6/12-6/14 週末密集班) / 華人宣教事工屬靈爭戰-李道

基牧師(6/26-6/28 週末密集班)。欲知詳情請瀏覽 www.les.edu。 
 活現事工：親子講座系列：「新移民學習樂」，5/27 週三上午

10-12 點(粵語)，及 5/28 週四上午 10-12 點(華語)。「孩子獨特

學習風格」，6/9 週二晚上 7-9 點(粵語)，及 6/11 週四上午 10-12
點(華語)。講座地點都在活現辦公室 (17181 East Gale Avenue. City 
of Industry) 舉行，請預約報名 (626)810-5200 Christine Shen、

http://presencequotient.org。 
 天國文化：裝備課程系列“一、君尊的敬拜”&“二、啟動天國

人生”，將於 6/18-21(週四、午晚上，週六全天，週日下午)在基

督福樂之家舉行(21167 Commerce Pointe Dr. Walnut, 909-594-
9010)，詳情及報名，請上耶穌世代網站 www.jesusgen.net 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