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9-11 月 成人主日學簡介 
 

台語（10:00-11:00am 週日）  

華語（11:30am-12:30pm 週日） 

週六晚崇拜（5:00-6:00pm 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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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教師  教室 

       提摩太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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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詩班 陳珍如/郭雋律  109A/B 

課程名稱 教師  教室 

基要真理 莊光梓/邱志榮/孫孝齊/王玉文 圖書室 
主日信息回應 張亞欣/陳旭 119D 
出埃及記 蔡皓敏/陳葆真 118 

聖經-新約 (廣東話) 林德昀 119C 
華語詩班 鄒詩篇/鍾寧  109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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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衝突與成長 ~ 王炳欽牧師 

 芝加哥柳溪教會的比爾‧海伯斯牧師曾說過，一間健康的

教會不是一間沒有衝突的教會，而是能在衝突中經歷成長的

教會。 

 衝突不一定不好，相反地衝突常把一些隱藏在組織的問題

或是個人屬靈生命的光景暴露出來，在衝突中不應該一昧想

用合理的方式解決衝突，而是應該先回到神面前尋求神的光

照，以謙卑的心悔改，求神賜智慧，在組織中尋求新的共

識，新的運作方式；在個人生命中求神讓我們看到我們的本

相，引發衝突的原因，給我們力量以新的方式面對衝突，如

此才可能使衝突轉化為成長的轉機。 



   週六 【題目】超越美國之人生最美夢想 

  【經文】 

  【講員】劉曉亭牧師 


 
 
 
 
 
 
 
 
 
 
 
 
 
 
 
 
 
 
 
 
 
 

  本  週 下  週–45 週年慶 聯合崇拜 

堂會 華 台 青崇 週六 華 台 青崇 週六 

講員 王炳欽 王炳欽 劉曉亭 劉曉亭 劉富理 / 王炳欽 

領詩 聖潔石 何恭孝 POP Esther 朱斯詠 
值星 劉柏成 黃聖音 楊志博 黃獻瑞 劉柏成 / 黃聖音 
音控 趙佐 趙佐 

Team 1

王瓊興 趙佐 

招待 彩虹光 姊妹會 故鄉情 彩虹之光 / 姊妹會 

迎新 郭克倫 姊妹會 故鄉情 郭克倫 / 姊妹會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一般奉獻 $17,709.01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3.01   成人  709       194  164  
感恩              $210.00   兒童      179       150   
宣教              $855.00   共計      888  344  164  
 Santa Anita 療養院 55 人 / 長春大學 35 人  
 尊榮之家福音站 25 人 / 慈博療養院 18 人 
 聖迦福音站 15 人  
 巴拿馬禱告站 7 人  
總計         $18,777.02 蒙特梭立學校 77 人   

代轉： 台宣$60.00，正道神學院$60.00，野餐桌$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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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光照我們心中是否隱藏任何偶像，求神給我們

悔改的心，在神面前認罪，離棄偶像，轉向依靠神。求神賜給我

們智慧，不受惡者的欺哄，結黨紛爭，尋求和睦一心追趕，竭力保

守在聖靈裡的合一。為教會的牧師、長老、執事、輔導、小組長、

同工禱告，求主幫助他們與主有美好的關係，合一謙卑服事主，帶

領弟兄姊妹榮耀神。為 ALPHA 的行政同工、禱告同工、小組同

工與 VIP 禱告，求神使用 ALPHA 帶領許多人認識主。 
 為肢體禱告：宜薇姊妹正接受標靶治療，請繼續為他得醫治禱告。

英文堂 Andy Kuo 傳道車禍，請為所有處理事宜及身心得醫治代

禱。 
 為世界禱告：今年初有報導顯示，全球有三千八百萬人因戰亂而流

離失所，2014 年，60%的難民來自伊拉克、南蘇丹、敘利亞、剛果

與奈及利亞，求神讓戰亂速速止息，全球一起幫助解決難民問題。 

植堂代禱 
【聖迦台福教會】 
1. 鼓勵弟兄姊妹一起來讀《教會動力大轉化》五步轉型門徒訓練這本

書，求神帶領我們能夠有智慧，來運用且實際得到幫助，請代禱。 

2. 教會將在於 10/7(週三)晚上 6:30 舉行電影福音影片觀賞，懇求聖靈

動工，能夠吸引更多的華人参加，請代禱。 

【巴拿馬禱告站】 

1. 為 Nancy 姊妹未來工作及生活規劃代禱，求主給她更多指引與智慧，

使她未來不論做甚麼，都走在主所喜悅與祝福的道路中。 
2. 為加入查經班不久的 Juan 弟兄禱告，願主在工作上、生活上都給他

親作見證，使他願意更進一步認識主。。 

【尊榮之家禱告站】   
1. 請為同工團隊禱告：主日學「門徒訓練」課程，即將進入下一段精

彩受用的程課，請為門訓 Julie 老師禱告，為同工團隊禱告，也為樂

意參加被造就的夥伴禱告。我們要專注做主門徒，並帶人來做耶穌

的門徒。 
2. 為 Angel 在臺灣對親人宣教禱告，求主加添力量，讓她大有能力，

為主作見證，帶親人歸主名下。 
 
 

本週 讀經/靈修 進度 – 活潑的生命 
 
人得救的條件不是要反對什麼，而是接受上帝白白的恩典。 

只要你肯，仍然可以在科學裡愛上帝、敬拜上帝。 

Robert Boyle (基督徒化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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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日 結 16:1-14 
神如何讓以色列人回想起祂的愛和

恩典？ 

10/5 一 結 16:15-34 
為什麼神的百姓忘記神的恩典去享

受罪中之樂呢？ 

10/6 二 結 16:35-52 
當我聽見神的警告，仍然反覆犯罪

嗎？ 

10/7 三 結 16:53-63 
當我靈性軟弱時，要如何回轉歸向

神呢？ 

10/8 四 結 17:1-10 
我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嗎？如何

全然信靠神？ 

10/8 五 結 17:11-24  
我確認神在我身上的主權嗎？我要

如何來順服呢？ 

10/10 六 結 18:1-20 
面對艱難的環境，我如何倚靠神勝

過試探與壓力呢？ 



教會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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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份所訂購的靈修教材。 

 呼籲禁食禱告：當教會慶祝 45 週年前夕，我們的教會也因為

沒有續聘郭安傑傳道一事進入困惑與紛擾，主任牧師王炳欽牧師

呼籲弟兄姊妹們於此關鍵時刻，從本主日(10/4)起到週年慶前夕

(10/10)為教會的合一大家禁食禱告尋求神。請大家到大禮拜堂大

廳 Sign up。大禮拜堂每週二、週三、週四上午 10 點開始，邀

請弟兄姊妹一起來同心禱告，尋求主面，為教會及肢體代禱。 

 洛福青少年交響樂團：本主日下午 1:00-2:30 在詩班室(109A/B)開
始上課。詳情請洽陳珍如老師(626)445-2369。 

 Alpha 生命啟發課程：將於本主日晚上 5 點開始到 8 點結束，敬

請弟兄姊妹一起為服事同工及慕道朋友代禱。 

 教會 45 週年慶：本主日中午 12:00-1:30 在中庭預售園遊會的

點劵(只收現金)，敬請弟兄姊妹踴躍前往購買。下主日(10/11)

上午 10 點開始聯合崇拜，會中有兒童、成人詩班獻詩，會後有

園遊會(只收點劵)，敬請弟兄姊妹踴躍邀請家人親朋好友一同來

共襄盛舉。(10/10 週六晚崇拜及 Awana 暫停一次，敬請參加主日

的聯合崇拜)。每一個有攤位帳棚的團契，請將攤位帳棚拿到

教會辦公室數點庫存。 

 兒童事工報告：10/11(主日)上午 10 點週年慶聯合崇拜，建議

父母親帶著孩子一起參加，孩童將於兒童詩班獻詩後 10:45 回到

兒童館參加特別節目(兒童主日學暫停一次)，敬請所有家長於中

午 12 點前接小孩。敬請所有家長留意兒童詩班早上獻詩、及

Awana 下午園遊會獻詩的時間，兒童部將以 e-mail 通知各位家長。

10/18(主日)中午 12:00-2:00 在 2 樓敬拜教室(#202)，為所有主

日學老師、助教及 Youth Leaders(16 歲及以上)，作背景調查，敬

請向兒童主任 Ruth 報名。 

 門徒訓練必讀：我們教會的異象是〝門徒造就門徒，轉化我們的

世界〞。但如何門訓？推薦一本很重要的書：『教會動力大轉化』

五步轉型門徒訓練。請所有同工務必購買、閱讀，各區牧也會與

同工一起閱讀。目前每本特價$10（原價$15），主日崇拜後，請

於中午 12:40~1:15 到中庭購買。 

 兒童事工新政策：將於 10/18(主日)開始實施。129E 幼兒教室

只收 1-3 歲的幼童，家長簽到後，請到各堂會參加崇拜或成人主

日學。請有 1 歲以下嬰孩的家長，帶著嬰孩到各堂會的嬰孩室

(Cry Room)參加崇拜，請自備嬰孩的餐點。謝謝合作。 

 聯合詩班：於主日上午 10:00-11:00 在詩班室(109A、B)及下午

1:30-2:30 在教室(109H)練唱聖誕詩歌-「領我回到伯利恆」，歡

迎弟兄姊妹踴躍出席參加練唱。 

 姊妹會：將於 10/9 週五上午 10 點在 2 樓敬拜教室邀請王嗣岳牧

師分享-『无日不然(番 3:5)』，歡迎踴躍邀請朋友參加。 

 教會場地報告：各會堂後面的嬰孩室(Cry Room)，只限孩童及

1 位家長留在嬰孩室。崇拜中，請勿從嬰孩室的門出入。敬請

合作。 

 收集照片：敬請各團契將團契活動照片(請註明團契及活動名稱)，

email 給教會 webmaster@efcla.org ，或將照片電子檔案儲存在

CD、DVD、USB 裡，送到教會辦公室，以利教會建立檔案之需。

謝謝合作。 

其他報告事項 

 總會婦女裝備會：10/5(週一)上午 10:00-12:00 在洛福教會二樓

201 教室，邀請陳敏欽牧師分享，主題：「詩歌體裁的查經」，

會後備有便餐，歡迎弟兄姊妹一起來參加。 

 2015 年南加州華人教會聯合研經培靈會-「我信我主教會」：由

大洛杉磯華人教會同工聯會主辦，將於 10/9-11(週五~主日)晚上

7:30-9:30 在洛杉磯國語浸信會舉行(110 W Woodward Ave. 
Alhambra)，由李思敬博士主講，三晚分題為：合一聖潔的教會、

普世大公的教會、使徒傳承的教會。三晚粵語講道，台上國語翻

譯。敬邀弟兄姊妹一起來參加。 

 正道福音神學院：將於 10/17(週六)上午 10 點在 Pacific Palms 
Conference Center 舉行 2015 年感恩募款餐會，會中邀請林望傑

博士伉儷鋼琴演奏及個人見證分享，敬請弟兄姊妹邀請朋友一同

前往同頌主恩，訂位請洽 Curtis, 626-571-5110 ext.162。 

 晨曦會：十週年『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感恩聚會，將於 11/8
週日租用本教會舉行，5:30 晚餐，6:30-8:30 感恩聚會，歡迎弟兄

姊妹參加，聯絡電話：408-362-0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