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12 月 聯合成人主日學 
 

主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基督徒與敬拜」 

 講員：正道神學院蔡玉玲老師 
 時間：10:00-11:00 台語 / 11:30-12:30 華語 
 地點：交誼廳(R119) 

 

12/4 
1. 基督信仰與敬拜：聖經敬拜神學、基督信仰、與當
代主日敬拜的由來、模式與發展。 

12/11 
2. 教會音樂與敬拜：教會音樂的重要性，與世俗音樂
的分別與特質為何。 

12/18 
3. 視覺感受與敬拜：視覺感受和陳設（舞台、燈光、
音響、與坐席等）對敬拜的影響與重要性。 

12/25 
4. 個人靈性與敬拜：基督徒個人靈性與個人敬拜的建
立與方法。 

 
 

 

 

週六晚崇拜（5:00-6: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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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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盛的生命 – 基要真理 黃寶儀 119C 
傾聽神的聲音 

(適合受洗後的基督徒參加) Jason & Ivy 119B 



 華/台 【題目】服事喜樂的秘訣 

 【經文】腓立比書 4：1-13 
 【講員】謝信生傳道 


前言、 
 喬伊絲邁爾的「竊奪喜樂的七件事」一書中，提到七件事

阻擋我們服事中的喜樂： 
1. 靠肉體工作，2. 宗教的律法主義，3. 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 

4. 過渡推論評理，5. 不合神心意的怒氣，6. 嫉妒，7. 不知足。 

我們來看保羅在患難中仍然有喜樂的秘訣： 

一、「與人同工」的喜樂： 
        1.他常常紀念別人的好處； 
        2.他常常看見神的恩典。 

二、「靠主而得」的喜樂： 
        1. 要明白「獎賞是從神而來」。 
        2. 要明白「神仍坐在寶座上掌權」。 

三、「禱告交託」的喜樂： 
     「Worry about nothing, pray about everything.」 

四、「思念美事」的喜樂： 
      「一個消極悲觀的人，永遠從機會的背後看見許多問題。 
          一個積極樂觀的人，永遠從問題的背後看見許多機會！」 

五、「得蒙幫助」的喜樂： 

六、「知足而得」的喜樂： 
       1.我們有神！ 
       2.要忠於神所託付的使命 

七、「擴張境界」的喜樂： 
      「勇於跨越」就是一種喜樂！  

討論問題 
1. 保羅說「使他人生喜樂的原因」是什麼？ 
2. 與比你富足的弟兄姐妹相處時，我們當用什麼心態看自己、看

他們？ 

本  週 下  週 

堂會 華 台 青崇 週六 華 台 青崇 週六 

講員 謝信生 謝信生 胡大衛 謝信生 王炳欽 王炳欽 楊志博 黃寶儀 

領詩 聖潔石 蘇晉立 For Jesus 林梅芳 For Jesus 何恭孝 For Jesus Diana 
值星 華茵 林惕生 陳靜 郭敬虔 葉聖賢 林惕生 Ivy 郭敬虔 
音控 趙佐 趙佐 

Team 1

鄔吉強 趙佐 趙佐 

Team 1
Daniel 

招待 福音 琴瑟 故鄉情 彩虹之光 琴瑟 故鄉情 

迎新 郭克倫 琴瑟 故鄉情 郭克倫 琴瑟 故鄉情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一般奉獻 $14,142.65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1.16   成人       623       140  97  
感恩              $935.00 兒童         87          75   
宣教              $430.00 共計       710       215  97   
 Santa Anita 療養院 57 人 / 長春大學 68 人 
 尊榮之家福音站 31 人  
 聖迦福音站 22 人  
 巴拿馬禱告站 7 人  
 台中關愛禱告站 28 人  

總計         $15,508.81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台灣宣教$62.00，中心書房$100.00，正道神學院$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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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即將上任的長老、執事、輔導與小組長禱告，求

神給他們智慧與力量，發展事工，牧養關懷，建造神的教會。成

人詩班、青少年管弦樂團以及兒童詩班都在加緊練習聖誕音樂崇拜，

求神給他們力量用音樂帶領教會在合一中，一起來敬拜神。 
 為肢體禱告：劉宏輝傳道手術順利，求神使他迅速復原，不再為

顏面神經痛所苦。為陳張玲華姊妹、邱增元弟兄的健康復原禱告。

求神醫治林宜薇姊妹與曾文光輔導。 
 為世界禱告：今年四月挪威教會決定承認同性婚姻，但是個別牧

者可以拒絕為同性戀者證婚。挪威有超過 74%的國民登記為挪威教

會信徒，但人數正在減少中。讓我們一起禱告，求神使復興臨到挪

威教會，挪威的基督徒能持守真理，按神的話生活。美國總統大

選，社會仍未完全平靜下來。為所有選出的官員禱告求神保守他們，

為美國的合一與和平禱告，求神讓情緒性的言語以及恐懼憂慮都平

息。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1. 為許久未來教會的代禱：賴俊雄、繡球夫婦，塗哲雄夫婦，吳冠逸

夫婦、梁波夫婦、Mary Lin、蔡浚松弟兄聚會能穩定代禱。 

2. 請繼續為周詳 Ryan、Lynn Chen、Kim、Kevin Su、李有福早日認識

主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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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由謝信生傳道證道，請代禱。 
2. 尊榮之家報佳音團隊將於 12/22 晚上去社區、鄰舍朋友家，把耶穌

降生的好消息，藉著詩歌將祝福帶給他們。鼓勵弟兄姐妹踴躍參加。 
願意開放家庭讓教會去報佳音的弟兄姊妹，請向許希聖弟兄 626-
898-2034、儷容姐、Angel 報名，以便安排路線。請代禱。 

【台中關愛禱告站】 

1. 感謝主！這禮拜有 9 位新朋友來教會，一起參加感恩節聚會敬拜主。

榮耀歸主！ 
2. 劉宏輝傳道在中國醫藥學院作腦部三叉神經開刀手術順利，求神完

全醫治，請繼續代禱。 

本週 團契/小組 敘事查經經文 




經文 分享問題 

列王記下 4：1-7 

『以利沙為寡婦行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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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二十七 
28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

們的老年人要做異夢，少年人要見異象。 
 

本週  讀經/靈修進度 – 活潑的生命 
 

 

日期 經文 默想的問題 

12/04 日 詩 24:1-10 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所？ 

12/05 一 詩 25:1-22 現今的世代正經歷什麼樣的爭戰？我們要

如何仰望神？ 

12/06 二 詩 26:1-12 我們要如何勝過人生中得挑戰？ 

12/07 三 詩 27:1-14 我曾在耶和華面前尋求什麼？ 

12/08 四 詩 28:1-9 我們倚靠神能得到什麼樣的幫助？ 

12/09 五 詩 29:1-11 在每天的日子中，我應當如何經歷神的同

在？ 

12/10 六 詩 30:1-12 我們如何靠主在生命中從逆境轉為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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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報告事項 
 聖餐及愛心奉獻：週六及主日台、華及青年崇拜中舉行，敬請

弟兄姊妹預備心參加。 
 會議：小會將於本主日中午 1:30 在 109(D/E)教室召開，敬請

牧長們預留時間參加。 
 市中心街民(Homeless)服事：12/11(下主日)將前往洛杉磯市中

心發放午餐給街民享用，願意參與者，請和恩光團契 Judy Lin
輔導聯絡 6/741-5273。 

 青崇聯合主日學：12/11(下主日)邀請跨文化工作者 -- 彭書睿

來分享。題目：「耶穌愛你，我很確定；我也愛你，那倒未

必」。彭書睿是現任台灣中華聯合差傳事工促進會秘書長，夢

想是推動年輕世代，走出小島成為遠方的祝福。最喜歡的頭銜

是「說故事的人」，花最多的時間分配在演講、寫作，著有

「白浪滔滔愛不怕」，「睿眼看世界」，「睿眼看人生」，

「睿眼看國度」等書。最喜歡的角色是擔任夫人與五歲帥兒子

彭友的司機。 
 教會會員班：將於 12/11、18(兩個主日)下午 1:30-3:30 在中會

堂上課，敬請所有想要成為本教會會員、或已經在本教會受洗

還沒有上過會員班的弟兄姊妹，踴躍出席參加。 
 兒童事工報告： 因人數增加，3-4 歲兒童主日學教室改在

202 上課，請家長留意。 兒童詩班：將分為初級班(129B)及
中級班(129D)，請家長準時在每主日的中午 12:30 把小孩帶到

教室上課。將於 12/10(週六)在第五屆南加州台福聯合聖誕聯

歡會中獻詩。12/11(主日)在華語堂獻詩。12/18(主日)前往慈博

療養院獻詩。12/25(主日)在華語/台語崇拜中獻詩。 
 姊妹會：12/09(週五)上午 10 點在詩班室(109A/B)聚會，本週

邀請胡慧玲牧師分享『以基督的心為心，腓立比書 2:3-8』，

歡迎參加。 
 贈送月曆：關懷組代表教會印製 2017 年月曆，贈送給每一家

庭一份，請於 12/10(週六)晚崇拜及 12/11(主日)中午 12:30 到

教會中庭向同工領取 (因數量有限，請勿重覆領取，發完為止)。 
 報告：本主日黃寶儀牧師帶領雅歌團契約 40 位前往柏克萊台

福教會，為慶賀設教 30 週年，演出歌仔戲作為宣教的服事。

請代禱。 

 聖誕節洗禮及獻兒禮：將於 12/11(主日)青年崇拜、12/17(週六)晚
崇拜，及 12/18(主日)台、華語崇拜中舉行，請預備受洗或獻兒

的弟兄姊妹，向各區牧報名，黃寶儀牧師(週六 ext.13)、謝信生

傳道(華 ext.17)、李基藏牧師(台 ext.14)、胡大衛牧師(青崇 ext.20)。 
 門訓訓練會：『門徒帶領法』將於 12/17(週六)上午 10~12 點

在中會堂(R115)舉行，提供兒童照顧，請牧養同工(包括區牧、

輔導、主席、小組長)出席參加。 
 2017 年 Kairos <把握時機> 宣教門訓總動員：將於 1/29-3/18

每主日下午 1:30-4:00，及 3/25(週六)上午 9:00-下午 5:00 在教

會開課。12/20 以前報名費$100，12/21-1/20 報名費$115，全

勤的洛福會友，可退學費$40。新生請另繳一次性報名費$25。

敬請弟兄姊妹“把握時機” 盡速向教會辦公室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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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 140 元(4 人一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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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及青年朋友踴躍於 12/18 前報名，教會有補助($45/人)。 
其他報告事項 

 大洛杉磯 2016 環城禱告：本主日下午 2 點在第一國語聯合衛

理公會有兩部車(Bus)出發(401 E Main St. Alhambra)，環城禱

告召集人戴洸華牧師(626)864-1505。讓我們為美國回轉歸向神

禱告，臨時願意參加者請務必與戴牧師聯絡，以確認有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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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能改變一切：第十二屆南加華人迎聖誕–大型慈善晚會，於

12/17、18(週六、日)在 Pasadena City College，Sexson 
Auditorium 舉行，會中特別邀請“中國好聲音”李文琦、                    

“中國公益搖滾樂之父”亞薩(徐池)，及愛心傳奇“趙式家庭”

演出，限六歲以上憑票入場。請向教會辦公室索取免費門票

(12/18 週日下午 3 點及晚上 7 點共 200 張票，索完為止)，詳情

請查詢：(626)286-2600，或參閱教會佈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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