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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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約 - 哥林多前書 黃立四 11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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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朝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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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傾聽神的聲音(10-12月) 

(適合受洗後的基督徒參加) Jason & Ivy 1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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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得勝生活 101 

 【經文】羅馬書 12:1-8 
 【講員】王炳欽牧師 


前言：人們常說結婚是一天的事，婚姻卻是一輩子的事。那麼受

洗成為基督徒也是一天的事，那麼再接下來的日子該做什

麼？ 

一、 活活    ：神要我們過得勝的生活，不是   

    。過得勝生活的第一步驟就是將自己   

    都分別出來獻給神，這是神所要的  /  。 

二、 天天    ：過得勝的生活的第二步驟是讓我們的 

    天天被  /      更新改變，因為認識神

    很難活出得勝的生活。 

三、 常常    ：過得勝的生活的第三步驟是改變 

    ，找到神在你身上的  ，活出             的生

活，使神的身體長大成熟榮耀祂。 

結論：神要我們得救更要我們得勝，得救是開始，過得勝生活是

一輩子的事。藉著天天選擇  、與神交通、

  ，我們可以過像耶穌一樣的得勝生活。 

討論問題： 
1. 為什麼神要我們過一個得勝的生活？我們如何能過一個得勝的

生活？ 
2. 如何我們可以心意更新而變化？如何我們可以活出服事人的生

活？ 
3. 神要我們過得勝的生活的三個步驟裡，哪一個對你最具挑戰？

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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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信生 王炳欽 陳俊偉 陳俊偉 楊志博 陳俊偉 

領詩 聖潔石 蘇晉立 POP Diana For Jesus 敬拜團 For Jesus 黃寶儀 
值星 葉聖賢 黃聖音 Ivy Chen 黃顯雄 葉聖賢 黃聖音 Jenny Lo 黃顯雄 
音控 趙佐 趙佐 

Team 2
Daniel 趙佐 趙佐 

Team 1

吳祚裕 
招待 彩虹之光 姐妹會 故鄉情 彩虹之光 姐妹會 故鄉情 

迎新 郭克倫 姐妹會 故鄉情 郭克倫 姐妹會 故鄉情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一般奉獻 $21,874.12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成人       605       207  101  
感恩              $160.00 兒童       114          94   
宣教              $780.00 共計       719       301  101   
 Santa Anita 療養院 58 人 / 長春大學 39 人 
 尊榮之家福音站 28 人  
 聖迦福音站 23 人  
 巴拿馬禱告站 12 人  
 台中關愛禱告站 20 人  

總計         $22,814.12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台灣宣教$62.00、傳播中心$1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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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8:50pm 兒童團契 (小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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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為教會禱告：上週 ALPHA 一共有約 36 名 VIP 參加，求神在未來

兩次的 ALPHA 將更多 VIP 賜給我們。為 ALPHA 的行政同工與

小組同工禱告，求神加添他們力量與智慧以及一顆愛人的心一起合

作帶領這些 VIP 歸主。請為台、華、英、青崇、週六崇拜的迎新

同工禱告，求神給他們愛心，熱誠接待新朋友，歡迎他們加入洛福

教會。恩愛團契：期望弟兄姊妹能更追求神的話，在主裡以愛能

更加連結，對外則能吸引更多未信者的家庭來認識主。 
 為肢體禱告：求神醫治我們當中身體欠安的肢體：王雪峰執事、

曾文光輔導、林陳富美長老娘、李王永真姊妹、李輝南地兄。新

天地團契朱宇樑弟兄安息主懷，求神安慰遺族。 
 為世界禱告：台灣在兩週內遭遇三個颱風襲擊，9/27 登陸的「鯰

魚」（Magi，台譯：梅姬）伴隨狂風豪雨，造成今年最慘重災情。

請為台灣禱告。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的阿塔瓦皮斯卡特部落，是

人口約兩千人的原住民部落，此地從去年九月以來已經發生一百多

起青少年自殺事件，因社會結構造成的貧窮與惡劣的生活環境，使

吸毒、受虐、性虐待等事件頻仍，也是導致自殺潮誘因讓我們一起

禱告，求神賜給加國政府智慧改善當地環境，並幫助這個部落的原

住民青少年能因著福音而得救。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1. 請為教會的兒童、婦女、青年團契的事工禱告。 

2. 請繼續為新慕道友代禱：就讀 SMC 的學生 Coco 及 Joey、李有福、

章大純、吳冠逸夫婦、梁波，為他們的靈魂早日得救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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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教會申請登記的順利進行禱告，渴望正式成為巴拿馬的福音教會。 
【尊榮之家福音站】   
1. 本主日由胡大衛牧師證道，請代禱。 
2. 為弟兄姊妹靈命成熟，全心跟隨基督，並願意去帶人作耶穌的門徒

禱告。求聖靈動工透過在小組的關係環境中，帶出門徒。 
【台中關愛禱告站】 

1. 請為晉升福音站的申請代禱！ 
2. 繼續為正在進行的生命啟發課程所有同工及福音朋友代禱。 

本週 團契/小組 敘事查經經文 




經文 分享問題 

約翰福音 8:1-11 
『犯姦淫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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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誦經文  




羅馬書 13 
 8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

完全了律法。 
 

 

本週  讀經/靈修進度 – 活潑的生命 
 

 

日期 經文 默想的問題 

10/02 日 羅 11:13-24 
保羅如何勉勵外邦人不可誇口，他舉出

了什麼例子？ 

10/03  一 羅 11:25-36 從神的奧秘看祂如何恩待外邦人並如何

憐憫猶太人？ 

10/04 二 羅 12:1-8 如何才能不效法這個世界並且可以心意

更新而變化？ 

10/05 三 羅 12:9-21 
不要伸冤、寧可讓步與主耶穌在十字架

上有何關連？ 

10/06  四 羅 13:1-7 保羅為什麼勸勉基督徒必須要順服在上

有權柄的官？ 

10/07 五 羅 13:8-14 為何彼此相愛就完全了律法？何為愛人

如己的真意？ 

10/08 六 羅 14:1-12 
為什麼我們能夠活着是為主而活，死了

是為主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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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報告事項 

 聖餐及愛心奉獻：於週六及主日台、華、英及青年崇拜中舉行，

敬請弟兄姊妹預備心參加。 
 會議：本主日下午 1:30 在中會堂(#115)召開長執會，敬請所有

牧師、傳道、區牧、長老、執事們預留時間參加。會後，接著

召開小會，敬請牧長留步參加。 
 姊妹會：10/7 週五上午 10 點在詩班室(109A/B)聚會，本週邀

請林國亮牧師分享『愛是不嫉妒，林前 13:4』，歡迎參加。 
 全教會聯合禱告會：將於 10/7 週五晚上 8 點在大會堂舉行，

以華語進行，敬請各團契在安排聚會時，將當週的團契活動改

為參加教會主堂的聯合禱告會。謝謝。 
 教會 46st 週年慶：10/8 週六、10/9 主日在各堂會舉行，會後

將贈送“紓壓球”給每位弟兄姊妹作為紀念。 
 和會：10/23(主日)下午 1:30 於主堂召開 

10/22 週六晚崇拜，10/23 台、華、英崇拜中進行點名、投票及

結算預算的投票。 
 和會議程：開會禱告、事工報告、2015(9-12 月)及 2016(1-8 月)

會計結算、2017 年會計預算、選舉財務審查員、閉會禱告(如
有任何會計問題仍可在和會中聽取說明後再投票，長執投票結

果刊登於 11 月的第一個主日週報)。 
 會員名單：活動會員名單將於下主日張貼在主堂招待處旁的桌

上，請弟兄姊妹核對；若有疑問或錯誤，請通知牧師室。(受
洗及加入會員後未滿三個月者，本次和會中暫無投票權)。 

 兒童事工報告：10/9(下主日)下午 1:30-2:00 在 129D 教室召

開兒童詩班家長會，敬請所有家長準時出席參加。10/30 週

日下午 1:30~3:00 在教會停車場舉辦 Halleluiah Trunk & Treat。
建議成人及小孩穿著應景服裝，但請不要帶槍、危險尖銳道具，

或穿著恐怖的裝扮。當天設有熱狗攤位。下午 2:30-3:00 在中

庭有布偶秀(Puppet Show)。這是傳福音的機會，敬請邀約慕道

朋友、孩童及弟兄姊妹們來參加。當天教會停車場將關閉一半，

敬請留意，詳情請洽兩位執事 Sunny Sun 
(onesunnysun@hotmail.com)、及 Jim Su 
(jimsujimsu@gmail.com)。 

 『破繭齊出、同頌主榮』2017 美西華人差傳大會：將於

12/26-29/2017 在 Ontario Convention Center 舉行，本會是主辦

教會之一，敬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其他報告事項 

 總會婦女裝備會：於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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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的祭司

觀』，會後備有便餐，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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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道福音神學院感恩餐會：將於 10/8 週六在 Alhambra 的

Almansor Court (700 S. Almansor St., Alhambra, CA 91801)舉行。

餐會時間從早上 9:30 開始報到，10 點正式開始至下午 2 點結

束。節目包含：院況、整建進度、見證、及狂想三重奏。歡迎

對神學院有負擔的弟兄姐妹們報名參加。餐票每人$40，一桌

12 人$400。報名請上網至 event.les.edu 或洽 Curtis Lo 弟兄，

電話：626-571-5110x162，電郵：curtislo@les.edu。 

 正道培育中心秋季課訊：福音神學成聖觀/傅立徳牧師 (10/7-
10/9 週末密集班)；約翰壹書-團契生活/林恂惠老師 (10/25-
12/13 每週二晚)；群體動力學/林慈敏教授 (10/21-10/23 週末密

集班)；領導有「神」，管理有「道」/朱正中長老 (11/18-
11/19 週末密集班)。網路課程(10/17 開課)：e-舊約神學與信息

/蔡玉玲教授；e-聖經與家庭/林國亮牧師；e-異端與極端/王炳

欽牧師；e-協輔 IV 危機處理與衝突應變/傅立德牧師；e-基督

徒文化知多少/莫非老師 (本課程與「創文」合作開課)。報名

請洽：6-571-5111，lti@les.edu。Logos-ESL 中級班招生，

10/18-12/6 每週二、五早班上課 (7:30-8:50)，請在 10/12 以前

完成報名以便安排程度測驗。 FOCCUS《輔開思》 婚前協談

導引員訓練，分 10/15 以及 10/17 兩梯次，請上網報名: 
http://www.les.edu/foc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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