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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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後書 周明成/蔡英惠/李啟成/高慶華 118 

       舊約聖經 - 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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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基督教 孫孝齊/李煥彬/張超舜 圖書室 

靈命進深系列課程〈3〉 華茵/翁瑞瑛 118 

華語詩班 鄒詩篇  109A/B 

聖經縱覽 李佩芳/曾文光 109D/E 

聖經 - 新約 (廣東話) 林德昀 119C 

約翰福音 吳吉田/吳蘇淑女 119E 

課程名稱 教師 教室 

活潑的生命 鍾嘉芝 119D 

聖經研讀 - 約翰福音 詹雪貞 119A 



 週六 【題目】得地為業的應許 

 【經文】約書亞記 14：10-14  

 【講員】謝信生傳道 


前言： 

如何面對「應許與現實」的掙扎？ 
 
 
要如何得著神所賜的應許之地？從下面三點來思考： 
 
一、 要相信神已預備應許之地 
 
 
 
 
二、 要勇敢面對你的困境 
 
 
 
 
三、 要專心跟從神的引導 
 
 
 
 
結論： 
神在你身上有一個得勝的策略，並給你應許得地為業。 
 
 
 
 
討論問題 
1. 迦勒一生的心志值得你學習的是什麼？請分享！ 
2. 你是否經歷過神在你身上的應許？ 
3. 我要如何成為一個「專心跟從神」的人？ 

本  週 下  週 

堂會 華 台 青崇 週六 華 台 青崇 週六 

講員 謝信生 謝禧明 孫主立 謝信生 王炳欽 王炳欽 胡大衛 王炳欽 

領詩 敬拜團 何恭孝 敬拜團 詹雪貞 聖潔石 敬拜團 A/O Diana 
值星 Donna 張維辰 柯逸鴻 張富雄 王勁筠 陳嘉玲 Oscar 黃獻瑞 
音控 趙佐 趙佐 

Team 2

張振琳 趙佐 趙佐 

Team 2
Daniel 

招待 新天地 慕義 故鄉情 生命樹 真善美 故鄉情 

迎新 郭克倫 慕義 故鄉情 郭克倫 真善美 故鄉情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一般奉獻 $20,723.30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成人       655       172  104  
感恩                $20.75 兒童       106          88   
宣教              $350.00 共計       761       260   104  
 Santa Anita 療養院 49 人 / 永青療養院 40 人 
 尊榮之家福音站 36 人 / 慈博療養院 26 人 
 聖迦福音站 19 人  
 巴拿馬禱告站 5 人  
 台中關愛禱告站 20 人  

總計         $21,094.05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台灣宣教$1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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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開始為期 10 週的 "Sticky Faith for Family“ 英文

成人主日學，求神透過這個主日學，塑造洛福的文化，使家庭與教

會能一起合作，建造孩子的信仰。本年度最後一梯次「親密之旅」

已經開始，請為參與的學員與導師們禱告。為秋季成人主日學的

老師們禱告，求主使弟兄姊妹們踴躍參加主日學。 
 為肢體禱告：為宜薇姊妹、雪峰執事完全得醫治禱告。為

James Huang 心臟手術順利，得醫治禱告。為 Michael Lai 膝蓋與

坐骨神經痛得醫治禱告。 
 為世界禱告：今年稍早在墨西哥 Velacruz 附近一個農場，被發掘

出據信高達 400 人的遺骸。其中兩具屍體被辨認出是今年一月失蹤

的兩名學生。在墨西哥因為執法當局無法有效調查人口失蹤的案件，

已經有超過 27,000 人失蹤。求神強化墨西哥的打擊犯罪系統，使失

蹤的人能被找到，而犯罪者被繩之以法。美國目前有 20 處野火已

經燒掉五十萬英畝土地，加州目前有七處主要野火，造成超過一百

棟房屋被毀。求神憐憫，使雨水降下，野火被撲滅；為受災的人與

消防人員禱告。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1. 感謝主！劉牧師在 Costco 傳福音給王德禮，王秋妹夫婦，他們於上

週來參加週五的團契小組，求神帶領他們早日認識主！請代禱。 
2. 每週三晚上 7:30-9:00 在教會有禱告會，請弟兄姊妹參加一起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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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聚會地點改於教會

新址(Av. Central España, Calle 76B Este, Plaza CLA, Local #6)。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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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由洛福教會謝信生傳道證道，請代禱。 
2. 為弟兄姊妹能天天讀經，時時禱告，與人分享生命，傳揚福音禱告。

使我們在恩典與知識，謙卑與熱心上長進，能行主所喜悅的事。 
【台中關愛禱告站】 

1. 感謝神的恩典！8/6 已遷入新的地方聚會，地址：台中市北屯區軍

福八路 312 號。新電話：04-2437-9626，手機：0965-301-178。招牌

及場地軟硬體設施也已經完工，請繼續為聚會人數穩定禱告。 
2. 為禱告站晉升為福音站申請禱告，並繼續為選出的同工及兄姊們

“同心合一，興旺福音”禱告。 

本週 團契/小組 敘事查經經文 




經文 分享問題 

創世記 17:15-21，18:1-15
『上帝給亞伯拉罕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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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8 日 書 23:11-16 我所追求的事物和這世界其他人所追

求的有何異同？ 

08/29 一 書 24:1-13 上帝過去如何在我的生命中拯救我？ 

08/30 二 書 24:14-24 我可以如何開始全家一起事奉上帝？ 

08/31 三 書 24:25-33 如果上帝的應許都會成就，那會如何

影響我生活中所面對的決定？ 

09/01 四 羅 1:1-7 根據這段聖經，福音是什麼？ 

09/02 五 羅 1:8-17 有哪些人是上帝放在你心上，感動你

為他代禱的？ 

09/03 六 羅 1:18-25 敬拜上帝和服事偶像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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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份所訂購的靈修教材。 

 兒童事工報告：本主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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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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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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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樂事工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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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主日學 "Sticky Faith"：為期 10 週的英文主日學，探討父

母親如何幫助孩子跟隨耶穌，與耶穌建立活潑的關係。 
本課程用英文授課，歡迎有興趣的父母參加。 
時間：9/11 ~ 11/13 連續十週的星期天 
上午 10-11 點；地點：109D/E 教室。 
若欲參加，請用以下連結上網報名：

https://goo.gl/forms/l6XUHdYGftxNB6W03， 
或掃旁邊的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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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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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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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命造就/劉富理

牧師 (8/30-10/18 每週二晚)；耶穌教學法/蔡玉玲博士和譚勵志

牧師 (9/8-10/27 每週四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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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欣神學院：於 10/8、15、22(三週週六)上午 9 點至下午 1 點

在神學院 (GETS Theological Seminary，412 E Rowland St. 
Covina, 626-339-4288) 舉辦『《認識律法與福音》神學講座』，

由許震毅牧師主講，免費報名，座位有限，請速上網登記：

www.mygets.org，或電郵：academic@mygets.org，6/339-4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