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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課程名稱 教師 時間/教室

 
8/7 
主日 

上帝的啟示：  
間接-在自然界和人的生活中(人類
性)，顯明上帝公義與慈愛。 

莊瑞陽 
長老 

台語 
10:00 
│ 

11:00am 
 
 
華語 

 11:30am 
│ 

12:30pm 
 

@ 
119 

(交誼廳) 

 
8/14 
主日 

上帝的啟示：  
直接-在聖經(個人 性)無謬誤的話
語，顯明上帝的聖旨。 

 
8/21 
主日 

上帝的啟示： 
直接-在聖經(教會性)從書至活命
的書，是基督徒信仰與生活最高

權威。 

 
8/28 
主日 聖經(教會性)：探討聖經教導法。 

課程名稱 教師 教室 

活潑的生命 鍾嘉芝 119A 

聖經研讀 - 約翰福音 詹雪貞 119C 



  台語【題目】再給我一個機會 

 【經文】約書亞記 第九章  
【講員】李基藏牧師 



前言：以色列百姓在埃及 430 年，被苦待，做奴工。神藉摩西領

他們出埃及，走乾地過紅海，經曠野 40 年，也帶領他們走

乾地過約但河。在耶利哥城和艾城得勝之後。基遍人因懼

怕，來立約求和。 
 
一、再給我一個  的機會 

 當我們遭遇   的時候，我們總會這樣禱告說：

求啊，求祢再給我一個   的機會好嗎？ 

 
二、再給我一個  的機會 

 當我們行事    的時候，我們不要   ，

我們要禱告說：主啊，求祢再給我一個機會，讓我       

到合乎祢的旨意。 
 
三、再給我一個  的機會 

信實就是        。既然和約已經立了，就不要後

悔，也不要一方先毀約，這才合乎       。所以，

我們的禱告是：主啊，求祢再給我一個  的機會。 
 
結論：從約書亞記第九章，讓我們學習到我們要把握每一個神給

我們的機會，讓我們的生命能活下去，讓我們不斷的調整

過合乎神旨意的生活，讓我們更要效法神，做一個守約的

人。 
 
討論問題： 
1.當你遭遇危險急難的時候，你要怎麼向神禱告？ 
2.當你說話、行事有錯誤的時候，你要如何調整與主的關係？ 
3.請分享關於守約，你有什麼正面的經驗，或有什麼負面的經驗。 
 

本  週 下  週 

堂會 華 台 青崇 週六 華 台 青崇 週六 

講員 謝信生 李基藏 謝信生 李基藏 王炳欽 王炳欽 胡大衛 王炳欽 

領詩 方舟 伍偉昌 POP 詹雪貞 聖潔石 黃慧琥 POP 黃寶儀 
值星 孫世蓉 張曉玲 Gabriel 董榮爵 Jerry 曾 張維辰 Ivy Chen 張富雄 
音控 趙佐 趙佐 

Team 2

何帆 趙佐 趙佐 

Team 2

吳祚裕 
招待 方舟/福音 新生 故鄉情 榮光 慕義 故鄉情 

迎新 郭克倫 新生 故鄉情 郭克倫 慕義 故鄉情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一般奉獻 $12,936.62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3.12   成人       586       174  122  
感恩              $100.00 兒童         91          68   
宣教           $1,555.00 共計       677       242  122  
 Santa Anita 療養院 65 人 / 長春大學 56 人  
 尊榮之家福音站 40 人  
 聖迦福音站 20 人  
 巴拿馬禱告站 9 人  
 台中關愛禱告站 17 人  

總計         $14,594.74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正道神學院$30.00，台東風災$100.00，NAC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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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青少年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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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肢體禱告：為王雪峰執事得醫治禱告，8/2 即將開始化療。為

Vicki Lin 的父親禱告，在病危中有平安和尊嚴。為陳金月姐妹禱

告，在病痛中有平安。為謝王紫英姐妹的病得醫治禱告。為朱

宇樑弟兄身體健康禱告。 

 為世界禱告：為美國禱告，這兩週共和黨和民主黨分別提名了總統

候選人，與此同時種族間的張力和暴力仍頻傳。求神保守美國的政

治，並在大選年中，基督徒能有智慧做選擇。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1. 請繼續為祥鳳將在於 7/31 日舉行受洗代禱。也請繼續為新朋友繡球

姊妹、賴俊雄、賴媽媽、Jenna 和她兒子小東全家聚會穩定，章大

純，李有福 &Amy 和她的媽媽素蘭全家早日更認識主耶穌基督代禱。 
【巴拿馬禱告站】 

1. 為教會需要牧者迫切禱告，求主差派合神心意的僕人帶領教會，興

旺福音的事工。為教會申請登記的順利進行禱告，渴望我們能正式

成為巴拿馬的福音教會。 
2. 為 Angela 姊妹家中開始的基要真理課程代禱，渴望兩位參加課程的 

Annie 和惠鈞能接受福音和決志受洗。。 
【尊榮之家福音站】   
1. 本主日由洛福教會李基藏牧師證道，請代禱。 
2. 感謝主，慕道朋友 Coco 已經決定受洗，請繼續為葛燕，楊金燕，

胡明義，李端菘，Paul 朱，能受洗歸入主名禱告。 
【台中關愛禱告站】 

1. 感謝主！禱告站遷入新的聚會地點(台中市北屯區軍福八路 312 號)。
尚須安裝室內各項設備及室外招牌等；預計九月能夠完成。求主為

我們預備、凡事充足不欠缺代禱！ 
2. 感謝神的恩典！經由禱告後，我們已選出主席、副主席、書記、出

納、會計、總務等同工；求主保守同工們同心同行，興旺福音。 
3. 期待有更多新朋友及年輕人，加入教會愛的大家庭。 

 

本週 團契/小組 敘事查經經文 




經文 分享問題 

約書亞記 7：1-26 
 『亞干犯罪 
 連累以色列人』 

1. 就你目前生命的光景，哪一個人物

(或角色)是你最能認同的？為什麼？ 
2. 上帝透過這段故事對你說了什麼？ 


 

本週  讀經/靈修進度 – 活潑的生命 
 

 

日期 經文 默想的問題 

07/31 日 書 9:16-27 
當約書亞發現基遍人欺騙他們，他如

何解決所犯的過犯？你們曾犯了錯

嗎？怎樣化險為福？ 

08/01 一 書 10:1-14 
耶和華為以色列爭戰，從天降冰雹，

又讓日頭停住，你覺得可能嗎？你會

用信心完全交託給神嗎？ 

08/02 二 書 10:15-28 
約書亞殺了五王對你有何啓示？在你

生命中有哪些東西需要用腳踏對付它

們的？請分享？ 

08/03 三 書 10:29-43 約書亞為什麼可以戰勝？在我們生活

中需要放下或順服什麼？ 

08/04 四 書 11:1-15 在每日生活中你所依靠的是戰馬或車

輛？單單依靠神，對你有什麼意義？ 

08/05 五 書 11:16-23 
為什麼以色列人可以消滅高大強大的

亞衲族人？在你的家中曾有爭戰嗎？

如何去面對？ 

08/06 六 書 12:1-24 
聖經記載約書亞征服迦南地諸王的名

子，為什麼？我們要得著神的應許有

那些事上需要付出代價？ 



教會報告事項 

 洗禮：本主日在華語堂為陳巧娟姊妹施洗，求神堅固她的信心。 
 報告：迦勒團契於 8/5(週五)起，暫停聚會一個月，將於

9/2(週五)上午 10 點恢復聚會，敬請長輩們留意。長春大學

於 8/2(週二)起，放暑假一個月，將於 9/6 開學，敬請留意。
教會牧師室將於 8/1-3 到 San Diego 退修會。本主日王炳欽

牧師前往愛加倍教會證道。 
 聖餐及愛心奉獻：將於 8/6 週六及 8/7 台、華、英及青年崇拜

中舉行，敬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兒童事工報告：在簽到簽出處有兒童主日學 2016-2017 新年

度的註冊，敬請各位家長前往辦理。8/14(主日) 兒童主日學

正式開學，敬請所有家長留意。9 月份開始，兒童詩班將轉

型為青少年兒童合唱團，詳情請洽陳珍如老師 626-445-2369。 
 音樂事工報告：青少年管弦樂團，及新成立的青少年兒童合唱

團，即日起開始招生，接受報名，9/11 開始上課。所有報名及

詳情，請洽陳珍如老師 626-445-2369。 
 Alpha 生命啟發課程：將於 9/2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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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書：趙曉音牧師的著作 - 走出黑暗，走出黑暗青少年版，及

驢子不是先知，每本$10，若有弟兄姊妹想購買，請到教會辦

公室洽購。 
 『幸福人生』音樂佈道會：恩韻音樂事工聖樂同工於 8/20 週

六晚上 7 點晚崇拜中帶領佈道會，敬請弟兄姊妹踴躍邀請慕道

朋友一起來參加。 

其他報告事項 

 ABC2016 基督徒教育大會：將於 9/17(週六)在洛福教會舉行，

主題「唯獨榮耀歸神！」，特邀黃子嘉牧師擔任主題講員。今

年欣逢 ABC 十週年，除了五十多場精采講座，還有系列感恩

活動。7/31 以前報名享早鳥優惠每位 $10，8/1-8/31 每位$15，

9/1 以後$20。歡迎到教會辦公室報名，或上網瀏覽課程及報名：

http://www.accessbibleconvention.org/ 。 

 總會婦女裝備會：於 8/01(週一)上午 10-12 點在洛福教會二樓

201 教室舉行，本週邀請雷雪倫教授主講：『改革宗教信心

觀』，會後備有便餐，歡迎參加。 

 第三十三屆總會靈修會：由婦女會主辦，將於 8/12、13(週五、

六)在洛福教會舉行。此次主題為『效法基督，追求卓越』，

由莊祖鯤牧師主講；另有專題 - 現代教會的危機，由莊劉真光

師母主講。歡迎弟兄姐妹踴躍參加。牧師、師母免費，但須報

名。報名費 - 每人$35.00(兩天) ，$20.00(一天) ，請向教會姊

妹會報名，或上網 efcwomen.org 報名。詳情請洽：626-863-

2250，或參閱教會佈告攔。 
 LTI 正道神學院培育中心夏季校本部課程：耶穌教學法/蔡玉

玲博士、譚勵志牧師(8/18-10/6 每週四晚)；聖經倫理學/劉少

平牧師(8/27、9/3、9/10 連續三個週六)；靈命造就/劉富理牧

師 (8/30-10/18 每週二晚)；屬靈爭戰-II/李道基牧師夫婦(9/30-
10/2 週末密集班)。報名請洽(626)571-5111，LTI@LES.edu。 

 活現社區服務事工：8/1-8/4(週一~四 2-5pm)軟實力下午夏令

營。8/8-8/11(週一~四 10am-1pm)軟實力上午夏令營。夏令

營對象：高中生(9-12 年級)，課程包括：情緒管理、人際關係、

時間管理、壓力處理。費用：每課$15，或整套$50，午餐另收

$5。8/6(週六 10am-12pm) 親子工作坊 -如何與子女親密對話，

國語授課。以上課程地點：活現辦公室 (17181 E. Gale Ave., 
Unit C, City of Industry) ，報名請電 626-810-5200。詳情請上

網 presencequotient.org 查閱。 
 

慕義團契簡介 

    慕義團契成立至今已有 18 年的歷史。成員由台華語堂的家庭組

成。通常在每個月的第一週六下午 4:00-6:00(詩班教室)舉行聚會。 

    這個時候弟兄姐妹們能相聚一起，共同享受一段輕鬆及親蜜的

時間。節目內容有詩歌崇拜、信息分享、各種生活專題(包括：稅

務資訊、健康醫藥、宣教分享、電影欣賞、感恩節聚餐等)。 

    聚會之後並有愛筵聚餐。此外，每年有郊遊、探訪、家庭聚會

等等，通過團契弟兄姐妹相互的支持和幫助。團契也成為一個愛

的大家庭，弟兄姐妹在這裡有成長、被建造、也學習彼此服事。 

(詳情請洽教會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