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12 月 成人聯合主日學 
 

主題：「聖經女性典範與領導服事」 
 

講員： Rev. Dr. Young Lee Hertig 博士/牧師 

 Beverly Chen, LCSW 心理診療師 

 Rev. Melanie Mar chow 牧師 

(Asian American Women on Leadership (AAWOL) 亞美女性領導論壇) 
 

時間： 10:00-11:00 英翻台 (鼓勵英文弟兄姊妹參加) 
 11:30-12:30 英翻華 
 

地點：交誼廳 
12/06  「王的宴會：瓦實底和以斯帖的回應」 
 (Rev. Dr. Young Lee Hertig) 
12/13 「馬大與馬利亞：二重服事生命的整合」 
 (Beverly Chen, LCSW) 
12/20  「女性在婚姻與事奉中的同負一軛」 
 (Rev. Melanie Mar Chow) 
12/27「井邊的遇談：生命、事奉、更新」 
 (Rev. Dr. Young Lee Hertig) 
 

週六晚崇拜（5:00-6:00pm 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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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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恩的生命 ~ 王炳欽牧師 
 常以為感恩是有感而發，接受神的恩典應該感謝，受人的幫助

應該感謝，得人的禮物應該感謝，再進一步說，我們對身邊的家

人、朋友因著他們的愛與支持我們都應該感謝他們。 

 但事實上，感謝不光是因為有感而發，因著神說「凡事謝

恩」，感謝更應該是一種操練。既然是操練，就代表這不是我們自

然的習慣，所以應該持續做，並且在我們生命的各個層面都應該持

續感謝，不管我們是否覺得值得感謝。 

 用一個比喻說，神要我們操練戴上感恩的眼鏡，戴上感恩的眼

鏡不光使我們能在任何景況下感謝，我們自己也要成為一個恩典的

見證。  



青崇 【題目】活在神的心意中 
【經文】帖撒羅尼迦前書  5:16-18 

  【講員】董家驊牧師 


神的呼召： 聖潔（4:1-8） 

  彼此相愛的生活（4:9-10） 

  核心：我們應如何一起生活 

  負責任的生活（4:11-12） 

神的作為：盼望（4:13-5:11） 

1. 更換作業系統（常常喜樂） 

2. 隨時保持連線（不住禱告） 

3. 換一副新眼鏡（凡事謝恩） 

帖撒羅尼迦前書  5:16-18 

5:16 要常常喜樂， 

5:17 不住禱告， 

5:18 凡事謝恩；這就是 神在基督耶穌裡給你們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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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明磊 李基藏 蔡玉玲 黃寶儀 

領詩 第 8 牧區 伍偉昌 For Jesus 林梅芳 彩虹之家 孫主立 For Jesus Diana 
值星 張亞欣 蘇晉立 楊志博 Mason 張亞欣 蘇晉立 楊志博 Mason 
音控 趙佐 趙佐 

Team 2

王雪峰 趙佐 趙佐 

Team 1

吳祚裕 

招待 如鷹 愛加倍 故鄉情 如鷹 愛加倍 故鄉情 

迎新 郭克倫 愛加倍 故鄉情 郭克倫 愛加倍 故鄉情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一般奉獻 $13,013.02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3.55   成人       623       208  117  
感恩              $280.00 兒童       160       134   
宣教              $315.00 共計       783       342  117  
愛心               Santa Anita 療養院 47 人 / 長春大學 35 人  
 尊榮之家福音站 25 人 / 慈博療養院 23 人 
 聖迦福音站 7 人 / 永青療養院 36 人 
 巴拿馬禱告站 8 人  
 台中關愛禱告站 4 人  

總計         $13,611.57 蒙特梭立學校 77 人  
代轉： 台宣 $120.00，正道神學院 $9,7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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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從禱告中復興祂的教會，使祂的教會與祂對教

會心意對齊：作祂的兒女，作祂的新婦，作祂的僕人，做祂的軍隊，

作祂的國民。求神祝福 ALPHA Weekend 成為豐收的時刻。為 44
位 VIP 得救禱告，為小組、行政同工禱告。求聖靈大能與恩典彰顯

在 ALPHA night。 
 為肢體禱告：華裔女醫師曾秀穎(Hsiu Ying “Lisa” Tseng)被控為病人

濫開止痛藥，涉二級謀殺罪。請為這個案件禱告，盼望法官能充分

聽取雙方的意見，在 12/14 做出公義、合乎神旨意的判決。 
 為巴黎禱告：求神憐憫與安慰那些在巴黎恐怖襲擊中失去家人、朋

友、同事的人們。求神翻轉這個悲劇使救恩降臨法國。求神將平安

覆蓋巴黎，求神將所有參與這些暴力行動的罪犯快速地被暴露出來

並將之束諸於法。求神讓那些陷入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欺騙的人們禱

告，主會超自然地帶領他們到耶穌面前，將他們從摧毀自己和他人

的恐怖活動中拯救出來。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1. 美國教會 Christian Church 總會，將計畫於明年度，把就近的兩間教

會合併為一間，請為聖迦台福能夠繼續留在 1515 Maple Street, Santa 
Monica, CA 90405 聚會禱告。教會同工會議希望能夠將主日崇拜的

聚會時間改在上午 11 點，請為教會人數日日增長代禱。 
【巴拿馬禱告站】 

1. 為本週無法前來聚會的弟兄姊妹們禱告：志強弟兄的工作與家庭，

張阿姨、Annie、Abigale、Espe 以及 Sofía 姊妹他們出入平安並早日

回到我們當中，台灣的 Blanca 所面臨的問題，求主幫助及供應她每

日所需。 
【尊榮之家禱告站】   
1. 為慕道友金燕姊、王𤦩、祕楠，雷剛，Angela 能持續參加主日崇拜，

藉著基要真理，認識耶穌接受耶穌代禱。 
2. 為外展事工禱告: 若您有負擔一起參與社區開始「親密之旅」人際

關係，自我成長課程，請向 Angel、儷容姊聯絡。 
【台中關愛禱告站】 

1. 請為未信主的朋友約有 15 人禱告。 
 

本週 讀經/靈修 進度 – 活潑的生命 
 

「基督徒相信神創造生命，並塑造生命， 

而信心生活是每天不斷的探索， 

在神裡面去經歷祂的恩典和慈愛。」 

Eugene Pet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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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 日 箴言 20:1-14 在我的生活中，哪些方面需要學習

勤快？ 

11/23 一 箴言 20:15-30 在我的生活中，哪些方面需要學習

正直？ 

11/24 二 箴言 21:1-14 在我的生活中，哪些方面需要學習

誠實？ 

11/25 三 箴言 21:15-31 在我的生活中，哪些方面需要追求

公義？ 

11/26 四 箴言 22:1-29 在我的生活中，哪些方面需要學習

專一？ 

11/27 五 箴言 23:1-16 在我的生活中，哪些方面需要學習

節制？ 

11/28 六 箴言 23:17-35 在我的生活中，哪些方面需要尋求

智慧？ 



青年堂重點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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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份所訂購的靈修教材。 

 報告：11/26 週四感恩節。11/27 週五上午迦勒團契和姊妹會暫

停聚會，當天教會場地使用及兒童照顧，暫停一次，敬請留意。

11/26、27 教會牧師室感恩節放假。行政主任廖幸雅姊妹於

11/12-29 休假。為印製教會長執簡介海報，請所有牧者及 2016
年的長執於 12/13 主日下午 1 點前往大堂照相，謝謝合作。 

 同工年終感恩餐會：12/6 週日下午 5:30 在美麗華大酒樓 (Ocean 
Star Restaurant，145 N Atlantic Blvd. Suite 201-203，Monterey 
Park, 626-308-2128) 舉行年終感恩聚餐，敬請被邀請的牧者、長

老、執事、輔導、主席、小組長及眷屬，於 11/29(主日)前向各

區牧、及各部門長老報名參加，一齊來感恩。 

 敬拜團訓練(Vocal)：敬拜部將於 1/17/2016 主日下午 1:30-3:00 在

小會堂(120)舉行敬拜主領、配唱的歌唱及技巧訓練課，邀請敬拜

團及願意參與敬拜團服事的弟兄姊妹，向盧達偉執事報名參加

taweilu@hotmail.com。 

教會報告事項 

 兒童事工報告： 11/28 週六晚崇拜 Awana 暫停一次，只提供 1-5
歲嬰幼兒照顧，敬請家長留意。 

 基甸 300 青年營：多個南加州機構和華人教會一起在 2016 年 1
月 15-18 日舉辦基甸 300 青年事工領袖營，希望動員、呼召和裝

備學生和對學生事工有負擔的人。歡迎基督徒學生和對牧養學生

有負擔的人預留時間參加。11/30 前報名$125；12/1-31 報名$150。

請有興趣參加的人盡快上網報名。報名網站：http://gideon300.us。 

 宣教分享：宣教士張典育牧師夫婦將於 12/4 週五晚上 8 點在小

會堂事工見証分享，敬邀弟兄姊妹踴躍出席參加。 

 贈送月曆：關懷組代表教會印製 2016 年月曆，贈送給每一家庭

一份，請於 12/5、6、12、13 週六晚崇拜及主日中午 12:30-1:30
到教會中庭向同工領取 (因數量有限，請勿重覆領取，發完為止)。 

 
 聖餐及愛心奉獻：於 12/5 週六及 12/6 主日台、華及青年崇拜中

舉行，敬請弟兄姊妹預備心參加。 

 洗禮及獻兒禮：12/5、6、26、27 週六晚崇拜及台、華語、青年

崇拜中將舉行洗禮及獻兒禮，請預備受洗或獻兒的弟兄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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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小會將於 12/6 主日中午 1:30 召開，敬請牧長們預留時間

參加。 

 特別報告：請弟兄姊妹留意，切勿在教會洗手間清洗餐具用品，

若有需要，請到教會廚房刷洗，清洗後請整理乾淨，以免召來蟑

螂，謝謝合作。 

 聯合詩班：於每主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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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主日：教會詩班將於 12/20 在台、華語崇拜中獻唱聖誕詩歌-

「領我回到伯利恆」，敬請弟兄姊妹邀請親朋好友一起來歡慶救

主降生。 

 聖誕燭光崇拜：12/24(週四)晚上 7-8 點於大會堂舉行聖誕燭光崇

拜(以華、英語進行)，崇拜後，弟兄姊妹們可以觸外報佳音。 

其他報告事項 

 創新神學院：將於 12/5(週六)上午 10 點在校本部舉行獻校感恩禮

拜，敬邀弟兄姊妹蒞臨觀禮同頌主恩(412 E Rowland St. Covina, 
626-339-4288)。 

 愛能改變一切：第十一屆南加華人迎聖誕–大型慈善晚會，於

12/19、20(週六、日)在 Pasadena City College，Sexson Auditorium
舉行，會中特別邀請- 中港台『數字情歌王子』邰正宵，及音樂

歌舞劇『出口』的演出，詳情請參閱教會佈告欄，歡迎到教會辦

公室索取 12/20 週日下午 3 點或晚上 7 點免費門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