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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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年 10 月 22 日 Vol.47 No.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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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六 【題目】回轉向神，再攀高峰 

 【經文】何西阿書 6:1-3 
 【講員】王炳欽牧師 


前言：神要先知何西阿〝再去愛一個淫婦〞。神是否只是要再次

向我們表明祂願意再次赦免我們與祂對我們無悔無怨的愛？

應該不僅僅如此！ 

 
一. 回轉    ：神已經再給我們一次機會，向我們發出復

合的    與    ；並保證醫治與修復，就 

      回轉頭。 

二. 恢復    ：神的計畫是給我們      的

新生命，     我們所失去的榮耀，並      一

個豐盛美好的生命。 

三. 務要    ：回轉後，我們          的是，    認

識神，神一定讓我們尋見，並且      認識神，

豐盛的祝福是一定的臨到的事。 

結論：神渴望給我們豐盛加上豐盛的生命，不要只滿足於神再給

我們一次機會，抓住再一次的機會   

 。 

 
討論問題： 
1. 神要先知何西阿〝再去愛一個淫婦〞，這怎樣類比於我們與神

的關係？你有這樣的經歷嗎？請分享。 
2. 從 6:1-3，當我們願意回轉向神，可以看出神的計畫是什麼？

神的目的是什麼？。 
3. 你認識神的情形如何？你可以怎樣竭力認識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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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大衛 王炳欽 李基藏 李基藏 陳靜 黃寶儀 

領詩 敬拜團 伍偉昌 敬拜團 Eva Lau 方舟團契 何恭孝 A/O Diana 
值星 葉聖賢 黃聖音 柯逸鴻 黃顯雄 葉聖賢 黃聖音 柯逸鴻 黃顯雄 
音控 趙佐 趙佐 

Team 2

吳祚裕 趙佐 趙佐 

Team 2
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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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9.64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3.80  成人       629       230  102  
感恩              $310.00 兒童       124        104   
宣教              $887.73 共計       753       334  102   
愛心              $100.00 Santa Anita 療養院 62 人 / 長春大學 43 人 
 尊榮之家福音站 46 人 / 慈博療養院 18 人 
 聖迦福音站 17 人  
 巴拿馬禱告站 9 人  
 台中關愛禱告站 15 人  

總計         $18,491.17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台灣宣教$90.00、正道神學院$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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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



代禱事項 
 為教會禱告：為 ALPHA 四十餘位 VIP 能穩定出席禱告。求神使這

些 VIP 都接受主。為 11/05 在教會舉行的一整天 ALPHA 週末營，

神的作為大大彰顯禱告。 
 為 2017 華人差傳美西年會禱告：籌備會已經開始寄出代禱宣傳海

報。求神藉這些代禱宣傳激勵美國西岸地區的華人教會，一起加入

禱告的行列，又鼓勵更多人一起委身宣教。籌備同工正在南加州

邀請更多伙伴教會參與支持這個差傳年會，目前已經有 40 餘個伙伴

教會，目標是一百，請代禱。請為 CMC 2017 West 籌備會能順利

Ontario Convention Center 附近的旅館簽約禱告。請繼續為中英文

節目籌備正在計畫各項講座類別的工作禱告。求神幫助他們使所

提出的計畫能符合講員資格規範，同時講座的題目又能從不同角度

來闡明主題。還有少部分講座大項還沒有找到籌備負責人。求神

興起這些講座大項的負責人，好讓籌備的工作順利展開。 
 為肢體禱告：為 Jerry Tseng、王雪峯、林宜薇、楊君身體求神醫

治禱告。為張貞婉執事的膝蓋要開刀，求神醫治禱告。 
 為世界禱告：英國上議院主管歐盟事務委員會今年稍早的一份報告，

批評英國與歐盟忽略照顧那些沒有大人陪伴的兒童難民。該報告譴

責許多歐盟國家沒有盡起照顧兒童難民的責任，致使許多兒童失蹤。

求神興起英國與歐盟的領袖保護並照顧這些無助的兒童。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1. 繼續為張錦姊妹以及陳昭吟姊妹的身體早日康復代禱。 

2. 請為新朋友：李有福、章大純、吳冠逸夫婦、梁波靈魂得救，以及

過去曾來教會的賴俊雄、繡球姊妹聚會穩定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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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繼續帶領尊榮之家的弟兄姊妹，同心合一在這地興旺福音。讓

我們一起立定心志，恆久靠主持守傳福音、門徒訓練的異象。 
【台中關愛禱告站】 

1. 請繼續為申請福音站禱告！ 
2. 求神加添力量，傳揚福音在社區、鄰舍當中。 

本週 團契/小組 敘事查經經文 




經文 分享問題 

路加福音 12:13-34 
『無知的財主與真實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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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西阿書 10 
 12 你們要為自己栽種公義，就能收割慈愛。現今正是尋求耶和華的

時候；你們要開墾荒地，等他臨到，使公義如雨降在你們身上。 
 

本週  讀經/靈修進度 – 活潑的生命 
 

 

日期 經文 默想的問題 

10/23 日 何 7:1-16 我心中是否有什麼罪我已經犯到一種程

度，我沒有感覺了？ 

10/24  一 何 8:1-14 
以色列人敬拜神卻不用心靈與誠實，我

與神的關係如何？ 

10/25 二 何 9:1-9 我是否愛世界的祝福更勝過神的祝福？

我是否用心追求世界更勝過追求神？ 

10/26 三 何 9:10-17 
神使以色列人遭難，棄絕以色列人，都

因為以色列人在祝福中卻不歸榮耀給

神。我是否常常感恩？ 

10/27  四 何 10:1-15 
如何我可以多依靠神？如何我可以少靠

自己的聰明、才智與能力？ 

10/28 五 何 11:1-11 以色列為什麼在神豐盛的祝福與恩典中

卻離開神？我如何可以常住在神的裡面？ 

10/29 六 何 
11:12-12:14 

我的生命中有什麼謊言我深信不疑，而

且我也要別人相信？我如何從這些謊言

中回轉，讓神的真理充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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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報告事項 
 全教會靈修教材『活潑的生命』：訂購 2017 年「活潑生命」

全年中文版(正體、簡體) $60、英文版 Living Life $60、英文學

生版 Sena(7-12 年級) $60、英文版 I Love Jesus(Upper 
Elementary 4-6 年級) $60、英文版 I Love Jesus(Lower 
Elementary 1-3 年級) $60、中文青年版- 清晨國度$72、中文兒

童版- 我愛耶穌$72；本週起至 11/13 止，請向團契、小組、或

教會辦公室登記並繳費。請弟兄姊妹全家踴躍訂閱。謝謝合作。 
 姊妹會：10/28 週五上午 10 點在詩班室(109A/B)聚會，本週邀

請吳家棟牧師分享『小使女、大使命，列王記下 5:10-14』，

歡迎參加。 
和會：本主日下午 1:30 於主堂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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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會刊登於 10/29、30 的週報)。各部門報告、牧區報告及

2017 年教會行事曆，可在教會網站上查閱 www.efcla.org。 
 會員名單：活動會員名單貼在主堂招待處旁的桌上，請會員以自

己的會員號碼向長老拿取出席卡簽到，之後換取選票。(受洗及

加入會員後未滿三個月者及未成年者，本次和會中暫無投票

權)。 
 長執候選名單：2017 年接受長執候選名單如下： 

長老候選人：黃祖德(T.T.)、柯逸鴻(Blanton)、賴正子(Martha)、
李煥彬(Eric)、伍偉昌(Max)共 5 位。 
執事候選人：Arthur Au、盧達偉(Michael)、孫世蓉(Sara)、吳

祚裕(James)、林嘉信(Jason)、莊光梓(Julie)、陳雲葶(Alice)、
盧碧蓉(Virginia)、陳善純(Sandra)、孫孝齊(Sunny)、羅子甯

(Jenny)、廖娟娟(Esther)、郭克倫(Allen)、連憲仁(Louis)、黃

蘶(Charlie)、劉振利(Kevin)、以善鈞(Tony)、Dave Chuang、及

葉俊麟(Kevin)共 19 位。 
 會議：和會結束後，接續在主堂召開長執會及小會，請所有牧

長及新舊任長執們參加。 
 日光節約時間：冬令日光節約時間，將於 11/6(主日)開始，舊

時間 2 點等於新時間 1 點，請弟兄姊妹留意。 

 兒童事工報告：兒童詩班將於 10/30(主日)在華語、台語崇

拜中獻詩。10/30 週日下午 1:30-2:00 在教會門口前停車場有

布偶秀 (Puppet Show)，接著下午 2: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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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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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雅歌團契於中

午 12:45 開始販賣熱狗及 Hello kitty，為籌募到台福柏克萊教

會演出歌仔戲的旅費。當天教會將關閉北邊部份停車場(靠近

Fletcher Ave 的 East Gate)，敬請留意，詳情請洽兩位執事

Sunny Sun (onesunnysun@hotmail.com)、及 Jim Su 
(jimsujimsu@gmail.com)。 

 南加州第二屆基甸 300 青年事工領袖營：將於 1/13-16/2017 
(Martin Luthre King's day)在 Pine Springs Ranch (靠近 Palm 
Springs，58000 Apple Canyon Rd,  Mountain Center, CA 92561)
舉行，10/31 前早鳥價，每人 100 元(4 人一房)包括 3 晚住宿和

8 餐(但以理餐)，報名及詳情請上網 http://www.gideon300.us/。
請活水大專弟兄姊妹踴躍報名，教會有補助($45/人)。 

 年終感恩餐會：11/27 週日下午 5:30 在 NBC Restaurant (404-A 
Atlantic Blvd. Monterey Park, 626-282-2323) 舉行年終感恩聚餐，

請被邀請的牧養同工、牧者、長老、執事、輔導、主席、小組

長及眷屬，向各區牧或各部門長老報名參加，一齊來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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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道培育中心秋季課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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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請洽：6-571-5111，lti@les.edu。 

 第五屆南加州台福聯合聖誕聯歡會：普天同慶的聖誕節即將到

來，總會婦女會謹訂於 12/10 週六上午 10 點到中午 12 點在本

會舉行聯歡會，會中有各教會的節目表演，會後共享午餐交誼，

敬請弟兄姊妹們邀請慕道朋友齊集歡慶，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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