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份 台/華語 聯合成人主日學 

主題：同享同擔，與主同行 
講員：莊瑞陽長老 

08/02/15   同享同擔，與主同行 - 關懷的重要性與精神，

基督徒與教會必有的事工   

08/09/15 同享同擔，與主同行 - 探討病理隊列肉體和靈

體基則：從醫學界到神學 

08/16/15 同享同擔，與主同行 - 探討病原與治療線：從

醫學論到神學論 

08/23/15 同享同擔，與主同行 - 病人的關懷：醫治與信

仰 (I) 

08/30/15 同享同擔，與主同行 - 病人的關懷：醫治與信

仰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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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主〞動權~ 王炳欽牧師 

 3500 年前一個在曠野漂流了四十年的游牧民族，面對

一些有高大城牆與高度文化的農業民族，他們自慚形穢，他

們認為無法戰勝這些民族得他們的土地為業，他們是以色列

人。 
 可惜的是他們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們的文化科

技雖比不上迦南民族，但是他們有神的同在。有神同在的

人，才是掌握主動權的人，才是進攻的一方。 
 當耶穌要我們使萬民做祂的門徒，祂一樣應許與我們

同在，因此我們的思維要轉過來，面對世界，我們是進攻的

一方，而不是被動求生的一方。 



  青崇 【題目】婚姻，人人都當尊重 

【經文】 

【講員】馬永年傳道 

 

大綱： 
 
神聖的盟約 

 

緊密的團隊 

 

奧祕的連結 

 

婚姻反映神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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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永年 黃寶儀 謝信生 謝信生 Charlie 謝信生 

領詩 聖潔石 黃慧琥 POP 王碧利 生命加倍 孫主立 POP 孫主立 

值星 吳吉田 張維辰 董家驊 張富雄 吳吉田 張維辰 柯逸鴻 張富雄 
音控 Sam Sam 

Team 1

王雪峰 Sam Sam 
Team 1

張振琳 

招待 溪水旁 慕義 故鄉情 溪水旁 慕義 故鄉情 

迎新 郭克倫 慕義 故鄉情 郭克倫 慕義 故鄉情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一般奉獻 $17,845.79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340.05  成人  633  219  229  
感恩              $405.00   兒童      141          73  229 
宣教              $900.00   共計      774  292  229  
愛心                $60.00   Santa Anita 療養院 48 人 / 長春大學 57 人 
建堂              $200.00  尊榮之家福音站 57 人  
 聖迦福音站 23 人  
 巴拿馬禱告站 4 人  
總計         $19,750.84 蒙特梭立學校 77 人   
代轉： 台灣宣教 $462.00，正道神學院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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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 Navajo 短宣隊禱告，求神使用他們帶當地 20
餘名青少年認識主，並為他們本週末返回洛杉磯路上安全禱告。
請為教會 45 週年慶祝園遊會，聯合崇拜的籌備工作禱告，求神使用

這次的活動幫助我們向社區外展並堅定我們關愛社區、廣傳福音的

異象。請為今年的 ALPHA (09/27 開始) 的籌備工作與邀請 VIP 禱

告，求神幫助我們在年中經歷一次福音豐收。 

 為肢體禱告：為黃宇田弟兄、儀薇姊妹癌症完全得醫治禱告。
為李鴻麟老牧師身體康復禱告。 

 為世界禱告：在南美巴西與巴拉圭邊界城市毒品與槍枝走私猖獗。

巴拉圭人民軍，一支共產游擊隊，為了從巴西走私槍枝，不斷進行

綁架，炸彈等等。求神消弭在巴拉圭這一連串的暴力攻擊，使和平

與公義再次臨到這個國家。 

2015 宣教 – 消息與代禱 

【聖迦台福教會】 

1. 感謝主! 8/2 主日將舉行受洗儀式及聖餐禮，請為杜翠英(陳老姊

妹)、張良、洪菀檥 Rebecca、張涵瑜…等受洗者代禱，求神賜福一

切順利，暨聖餐禮拜同工會議，請弟兄姊妹與各同工預備心代禱。 

2. 教會將於 8/5/2015(星期三)晚上六點半舉辦電影欣賞，現場備有披

薩、飲料，歡迎弟兄姊妹帶親朋好友一起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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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保守因工作、旅行或省親而未能參加敬拜的弟兄姐妹們，保守

他們身體康健，及旅程平安。 

【尊榮之家禱告站】   

1. 歡迎您帶住在 San Dimas、Glendora、Azusa、La Verne、Covina 及

West Covina 附近的朋友來參加我們愛的大家庭，我們真心願意分享

主耶穌的愛給這個社區的華人。 

2. 主曰崇拜後，邀請大家參加成人教育課程：基要真理-林儷容、門徒

訓練-Julie Chen，歡迎邀請朋友一起來參加。 

本週 讀經/靈修 進度 – 活潑的生命 
 

「我和忙碌緊湊的時間表奮鬥， 

在工作壓力下享受神所賜簡單的禮物。 

我學習在「慢活」中得釋放。」 

Phil Call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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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 日 弗 1:15-23 在每天繁瑣生活中，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的恩

召有何等的指望，我們的基業有何等豐富？ 

8/03 一 弗 2:1-10 既然我們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裡做成的，為

要我們行善，那麼具體如何做呢？ 

8/04 二 弗 2:11-22 我們本是在救恩之外，今日得著了救恩，那

我們如何活出與救恩相稱的生活呢？ 

8/05 三 弗 3:1-13 保羅單純的信心面對困難仍不喪膽，這對我

們有什麼提醒？ 

8/06 四 弗 3:14-21 神可以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

想，但首先我們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8/07 五 弗 4:1-6 既然神對教會的心意乃是合二為一，那我所

作的是促進合一還是造成紛爭？ 

8/08 六 弗 4:7-16 思想我們如何在教會中互為肢體彼此建造、

共同興旺神的家？ 

 



教會報告事項 

 聖餐及愛心奉獻：於週六及本主日台、華及青年崇拜中舉行，

敬請弟兄姊妹預備心參加。 

 全教會靈修教材『活潑的生命』：敬請各團契代表於本主日中

午 12:30-1:00 到大堂招待處領取 8 月份所訂購的靈修教材。 

 洗禮報告：本主日下午 3:30，姜明磊牧師將在慈博療養院為

黃馮瑞坤、伍慕貞、及江妹等 3 位長輩施洗，求神堅固他們的

信心，歡迎弟兄姊妹前往觀禮，鼓勵他們。 

 兒童事工報告：在簽到簽出處，開始 2015-2016 新年度兒童主

日學及 Awana 的註冊，敬請各位家長務必前往註冊。 

 報告：迦勒團契將於 8/7(週五)起，暫停聚會一個月，敬請

長輩們留意。教會牧師室將於 8/2-5 到 Oxnard 退修會。 

 醫療保健講座：慕義團契主辦「歐巴馬健保紅藍白卡資訊、問

題與解答」，講員：角聲醫療中心 Amanda 楊姊妹，時間：

8/8 本週六下午四點，地點：詩班室。歡迎各團契兄姊踴躍參

加。連絡謝信生傳道 626-318-1226。 

 洗禮：請所有預備於 8/16 主日受洗的弟兄姊妹，向各區牧報

名，黃寶儀牧師 (週六 ext.13)、姜明磊牧師(華 ext. 21)、李基

藏牧師 (台 ext.14)。 

 歡慶教會 45 週年：徵求設計「洛福 45 週年慶」環保袋圖

案，單色，9x7 吋，於 8/31 截稿，設計好了的圖案，請 email
給華孜孜長老(melaniehua@gmail.com)。將於 8/30 主日下午

1-2 點在詩班室召開「週年慶」第二次籌備會，敬請各團契代

表預留時間參加，謝謝合作。 

 午餐報告：教會以$3.50 的價錢向餐廳購買午餐便當，是為要

鼓勵弟兄姊妹利用午餐時間，有更多的交流與互動，所以建議

弟兄姊妹以$2.00 奉獻來享用午餐，希望弟兄姊妹只拿取自己

吃的份量就好，讓崇拜晚結束的弟兄姊妹，也能一起享用午

餐。若有剩餘的便當，午餐結束後，服事的人員會販售便當，

歡迎弟兄姊妹再奉獻及拿取所需的份量，謝謝大家的合作。 

 
 Alpha 生命啟發課程：將於 9/27-11/15 每主日晚上 5 點開始，

敬請團契、小組、及弟兄姊妹踴躍邀請慕道朋友一起來參加，

請向各區牧報名參加。 

其他報告事項 

 台福總會第卅二屆靈修會：大會有錄製 CD、DVD，有需要的

弟兄姊妹，請跟蔡英惠長老聯絡 626-863-2250。 

 總會婦女裝備會：8/3(週一)上午 10:00-12:00 在正道神學院培

育中心(LTI)教室，邀請陳敏欽牧師分享，主題：「敘述體材

查經」，會後備有便餐，歡迎弟兄姊妹一起來參加。 

 2015 ABC 基督徒教育大會：將於 9/19(週六)在本會舉行，主

題「活出時代感的基督徒」，主題講員 - 陳宗清牧師及陳敏欽

牧師，另有 60 位滿有恩膏的講員，及 50 場走進時代的信息，

華、英、粵、台，各取所好。報名 7/31 以前$10，8/31 以前

$15，9/1 以後及現場報名$20。詳情請洽詢：626-572-6630，

網站： www.accessbibleconvention.org。敬請弟兄姊妹踴躍向

教會辦公室報名繳費。 

 2015 年台福教會敬老親睦大會：將於 9/26 週六上午 10 點 (備
有午餐及小禮物) 在柑縣台福基督教會 EFC of Orange County, 
10750 Lampson Ave.  Garden Grove 舉行。歡迎弟兄姊妹踴躍

參加，請於 9/6 之前，向葉敏明、林淑姿傳道夫婦(電話 626-
309-1108)報名。 

 正道培育中心夏季課程：利未記研讀 /徐健牧師(8/6-9/24 每週

四晚)、新約希臘文 II/程嫣老師(8/6-10/8 每週四晚)、自我認識

與成長/劉王仁美師母(8/27-10/15 每週四上午)、親密關係衝突

處理/劉哲沛律師夫婦(8/28-29, 9/12 週末密集班)、靈命造就/劉
富理牧師(8/31-10/19 每週一晚)、解經講道/陳敏欽牧師(8/25, 
8/27, 9/1, 9/3, 9/5 密集班)。課程報名請洽：626-571-5111，

www.les.edu/cn/lt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