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8 月 華台聯合成人主日學 
 

台福信仰告白/ (一) 聖經論 :  
“新舊約聖經是上帝所啟示無謬誤的話語，陳明上帝完備救

人的聖旨，是基督徒信仰與生活最高權威”。 
 

 

週六晚崇拜（5:00-6:00pm 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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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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六 【題目】你的人生幸福嗎？ 

 【經文】約翰福音 3:16  

 【講員】洪慶勝牧師 


 
大綱： 

 
I.   幸福的人生不是甚麼？ 
 
 
 
 
II.  幸福的人生是甚麼？ 
 
 
 
 
III. 幸福的人生來自於何處？ 
 
 
 
 
IV.  如何得到幸福的人生？ 
 
 
 
 
V.   你想擁有幸福的人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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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道德 洪慶勝 謝信生 謝禧明 孫主立 謝信生 

領詩 彩虹之光 蘇晉立 For Jesus 恩韻 敬拜團 何恭孝 敬拜團 詹雪貞 
值星 Donna 張維辰 柯逸鴻 張富雄 Donna 張維辰 柯逸鴻 張富雄 
音控 趙佐 趙佐 

Team 1
Steven 趙佐 趙佐 

Team 2

張振琳 
招待 新天地 慕義 故鄉情 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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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92.99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2.68  成人       580       162  105  
感恩                $40.00 兒童       108          88   
建堂                $22.50 共計       688       250   105  
愛心              $150.00 Santa Anita 療養院 53 人  
宣教           $1,676.00 尊榮之家福音站 41 人 / 蒙市療養院 17 人 
 聖迦福音站 13 人  
 巴拿馬禱告站 9 人  
 台中關愛禱告站 23 人  

總計         $24,484.17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正道神學院$80.00，孫大程牧師佈道會 $1,060.00 
            總會婦女會$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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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禱告：為九月底開始的 ALPHA 啟發課程的籌備工作禱告，

求神使用我們一起邀人，一起做好行政支援，一起小組分享，一起

禱告，在年終再一次經歷收割的喜樂。兒童主日學新學年度使用

Orange 材料，著重於兒童參與討論，與週間家長的參與。請為老師、

家長們禱告，求神給他們智慧與力量；並求神使兒童們認識真理，

作主門徒。為真善美、信望愛、如鷹、溪水旁小組團契禱告，求

神使用輔導、小組長，造就門訓弟兄姊妹，並求神從他們中間興起

同工，一起外展與牧養。 
 為肢體禱告：為 James Huang (Daniel Huang 的兒子手術順利，健

康復原禱告。陳鐵雄弟兄的母親陳金月姊妹別世求主安慰遺族。

彩虹團契曉虹姊妹的父親因糖尿病引起併發症，求主醫治並接受

福音。求迦勒團契黃荳姊妹的先生黃添和弟兄 8/15 別世，求主安

慰遺族。 
 為世界禱告：國際特赦報導說，國際上的鈷金屬（用在電子設備的

鋰離子電池）交易已經造成非洲剛果共和國侵害人權的情形，當地

的童工在有生命威脅的礦坑裡工作。該組織還發現，那些主要的電

子設備廠商無法保證他們的產品不含這些童工所開採出來的鈷金屬。

求神工作，使童工開採鈷礦的事停止。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1. 請為新朋友聚會穩定，Kim & Catherine 早日接受耶穌基督，同享屬

天恩典代禱。 
【巴拿馬禱告站】 

1. 蒙主保守帶領巴福教會新堂順利裝修完畢，主日聚會改於教會新址。

感謝弟兄姊妹的奉獻，願神紀念他們的熱心，興起巴福成為傳揚神

榮耀與福音的教會。 
【尊榮之家福音站】   
1. 本主日由洛福教會胡大衛牧師證道，請代禱。 
2. 八月份兒童主日學急需代課老師及助手。讓我們禱告呼求主差派人

來服事上帝的孩子。若有感動的請和 Angel 聯絡。 
【台中關愛禱告站】 

1. 已於 8/1 遷入新址：台中市北屯區軍福八路 312 號。新電話：04-
2437-9626，手機：0965-301-178。 

2. 為聚會地點感恩，請為同工及弟兄姊妹同心合一興旺福音禱告。 
3. 請為尚需場地軟硬體設施所需要的經費代禱！ 

本週 團契/小組 敘事查經經文 




經文 分享問題 

約書亞記 17:14-18, 18:1-10
『在迦南分地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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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1 日 書 21:1-7 利未人城邑的要求出在哪？為何從 12
支派獲取？對我有何應用？ 

08/22 一 書 21:8-26 祭司可以有產業嗎？為何神給祭祀城

邑？迦勒得產業對我有何意義？ 

08/23 二 書 21:27-45 利未人的產業為何有逃城呢？神賜福

的應許對我有何意義？ 

08/24 三 書 22:1-9 兩個半支派遵守摩西的吩咐的祝福對

我有什麼提醒？河東好嗎？ 

08/25 四 書 22:10-20 非尼哈團隊先行的意義是什麼？對我

有什麼提醒？ 

08/26 五 書 22:21-34 我的政壇在哪？我有誤解發生嗎？我

有看來與服事神很像的壇嗎？ 

08/27 六 書 23:1-10 
我能找出約書亞身上的 1-2 點學習

嗎？我生命中有哪些摻雜？怎樣面

對？ 



教會報告事項 
 特別報告：為安全起見，請弟兄姊妹勿將貴重物品放置車內。

教會停車場時速嚴限 5 miles。敬請合作。 
 音樂事工報告：青少年管弦樂團，於本主日下午 1 點在詩班

室 audition，詳情及報名請洽陳珍如老師 626-445-2369。聯

合詩班將於 9/11 主日上午 10 點在詩班室(109A/B)開始練唱聖

誕詩歌-「燭光中的頌歌」，即日起敬請弟兄姊妹前往教會圖

書館借閱詩歌本。青少年兒童合唱團將於 9/11(主日)中午

12:30-2:00 在 209D 教室開始練唱，歡迎試聽。隨後下午 2 點

召開家長說明會，敬請所有家長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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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還沒有註冊的家長，盡速前往辦理，或上網註

冊 https://goo.gl/MHrMgb。8/28(下主日)下午 1-3 點在 2 樓敬

拜教室召開老師及助教的訓練課程，敬請參加。9/2(週五) 
勞工節長週末，晚上沒有兒童團契。9/3 (週六) 晚上沒有兒童

團契，只開放 5 歲以下的嬰幼兒室。9/11(主日)開始，嬰幼

兒室改上媽咪與我(Mommy and Me)的課程，詳情請洽 Ruth 兒

童主任(x16)。9/11(主日)在華、台、英及青年崇拜中，將歡

迎並贈送聖經給 3 年級的新生，敬請家長們預留時間來參加。 
 聖餐及愛心奉獻：將於 9/3 週六及 9/4 主日台、華、英及青年

崇拜中舉行，敬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英文主日學 "Sticky Faith"：9/11 開始，教會將開一門為期 10

週的英文主日學，探討父母親如何幫助孩子來跟隨耶穌，與耶

穌建立活潑的關係。本課程用英文授課，歡迎所有對這題目有

興趣的父母參加。師資：董家驊牧師、Runa 長老、張簡醫師、

Katherine 姐妹。時間：9/11 到 11/13 連續十週的星期天上午 
10-11 點；地點：109D/E 教室。若有任何問題，請洽董家驊牧

師 ext.21 (jhdoong@gmail.com)。 
 別世：陳培德弟兄的母親陳金月老姊妹於 8/5 蒙主恩召，已

於 8/20 舉行追思禮拜。迦勒團契的謝王紫英姊妹於 7/30 蒙

主恩召，已於 8/20 舉行追思禮拜。黃添和弟兄於 8/14 蒙主

恩召，將於 8/24(週三)上午 10 點在 Monrovia Live Oak 
Memorial Park 金寶山墓園舉行火化儀式。求主安慰遺族。 

 琴瑟團契月例會：將於 8/27(週六)晚上 6:30 在 118 教室召開，

會中將邀請邱俊杰醫師主講「醫學漫談」，一家一菜，連絡人

徐宏鎮弟兄 626-780-1288，歡迎參加。 
 Alpha 生命啟發課程：第一次籌備會，將於 9/11 主日下午

1:30 在 118 (恩光)教室舉行，敬請教會所有的團契小組派同工參

加，也請為 Alpha 課程，及各團契小組邀請 VIP 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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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門徒培訓課：由基督使者協會主辦，洛福教會協辦的以

生命影響生命的門徒培訓課程，特別邀請郭振游教授主講，將

於 9/30(週五晚上 7:30，免費對外)、10/1(週六上午 9 點~下午

5 點)在教會舉行，每人$20(9/5 之前，含學習材料及午餐)，諮

詢電話 626-320-9651，詳請請參閱教會公佈欄。 

其他報告事項 

 LTI 正道神學院培育中心夏季校本部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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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更新協會 2016 年 LA 地區的國語恩愛夫婦營：將於 9/3-5 
(週六~週一) 勞工節長週末在 Ontario 舉行。凡是希望讓婚姻生

活更上一層樓的夫婦們，以及願意接受家庭事工裝備的同工們，

請及早報名參加。您可上網 www.cffcusa.org 下載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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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31 每位$15，9/1 以後$20。請到教會辦公室報名，

或上網瀏覽課程及報名：http://www.accessbibleconvention.org/ 。 

 2016 年台福教會敬老親睦大會：將於 10/1 週六上午 10 點 (備有

午餐及小禮物) 在洛福教會舉行。此次邀請青松會的創始牧師劉

瑞義牧師，在百忙之中來分享他的人生第二場豐盛的宴席。此外，

也特別邀請到洛福雅歌團契，來演出福音歌仔戲「紫布姻緣」。

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請於 9/4 之前，向葉敏明、林淑姿傳道

夫婦(電話 626-309-1108)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