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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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教師 教室 

      約翰壹、貳、參書 周明成/蔡英惠/李啟成/高慶華 118 

       新約聖經- 使徒行傳 許清泉/陳純/葉敏明 
林淑姿/黃玉清 119B 

     舊約聖經- 撒母耳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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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茵/張美如 118 

華語詩班 鄒詩篇  109A/B 

長大成熟 羅惠文/劉柏成/李畢而/葉勝賢 109D/E 

聖經 - 新約 (廣東話) 林德昀 119C 

羅馬書 吳吉田/吳蘇淑女/張朝聲 119E 

個人談道 孫主立/連憲仁 119D 
聖經通讀（1） 
保羅部分書信 

張亞欣/王國平 1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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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ie Chen 119C 

屬靈爭戰 Jason & Ivy 1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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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 【題目】耶穌只有三年半 

 【經文】約翰福音 1:39 
 【講員】王炳欽牧師 


前言：耶穌在世上公開傳道的時間只有三年半，耶穌基督怎樣做

到轉化世界萬國萬民的使命？  

一. 你  ：耶穌要門徒   他， 

  的事，並與祂交通。 

二. 你  ：耶穌要門徒    的

事，並常與祂交通。 

三. 你  ：耶穌放手要門徒    

 的事，回來後繼續與祂交通。 

四. 你  ：耶穌放手讓門徒   的所有

事，並保持與祂交通。 

結論：耶穌完成使命是透過門訓的方式，這是你來看、你來幫、

你來做、你去做的過程，耶穌要我們跟他與人一起走這個

過程。 
 
討論問題：  
1. 耶穌到世上的目的是什麼？耶穌如何完成他的使命？ 
2. 耶穌是怎樣訓練他的門徒？耶穌訓練門徒的重點是什麼？ 
3. 「使萬民作主的門徒」是我的使命嗎？我擺上自己的程度

與計畫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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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炳欽 王炳欽 孫主立 王炳欽 

領詩 彩虹之光 孫主立 POP 詹雪貞 敬拜團 蘇晉立 敬拜團 林梅芳 
值星 Donna 李祥輝 Michael 董榮爵 Donna 李祥輝 Jenny 董榮爵 
音控 趙佐 趙佐 

Team 2

吳祚裕 趙佐 趙佐 

Team 1

鄔吉強 
招待 新天地 雅歌 故鄉情 新天地 雅歌 故鄉情 

迎新 郭克倫 雅歌 故鄉情 郭克倫 雅歌 故鄉情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一般奉獻 $22,001.75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1.25   成人       610       203  120  
感恩              $580.18 兒童       107          87   
宣教           $1,246.00 共計       717       290  120  
愛心                $20.00 Santa Anita 療養院 53 人 / 長春大學 43 人 
建堂             $200.00    尊榮之家福音站 31 人 / 永青療養院 42 人 

聖迦福音站 22 人 / 慈博療養院 16 人 
巴拿馬禱告站 8 人  

 台中關愛禱告站 18 人  

總計         $24,049.18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正道神學院$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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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Kairos「把握時機」課程開始，分八次上課，目前近

二十人報名，請為能有更多弟兄姊妹參加，藉此認知從宣教來的祝福的真

義，並委身普世宣教導告。1/29 教會為兒童、青少年舉辦農曆新年文化

活動，請為籌備與宣傳活動禱告，求神讓超過四百人次參與這個活動，除

了認識華人農曆新年的習俗，也藉此向社區外展。英文夫妻/家庭小組

1/20 開始聚會，求神讓一些正在尋找團契的家庭能藉著這個小組找到靈命

成長的地方，求神加添同工力量，使這個小組有彼此相愛的環境並不斷成

長。療養院事工是我們教會社區外展事工之一，目前我們在教會附近

Santa Anita、慈博、長青、Monterey Park 四個療養院帶領敬拜讓這些無法

來教會的長輩也能參加敬拜。除了關懷長輩我們也帶領其中一些人認識

主，這四個地方的敬拜平均約有 120 人。請為這參與這四個療養院的同工

們禱告，求神給他們力量與更多愛心服事這些長輩 
 為肢體禱告：段宜康弟兄(福音團契 Larry 弟兄的父親)、何焯佳弟兄(彩

虹團契月妹姊妹的丈夫)、李王永真姊妹(李煥彬長老的母親)安息主懷，求

神安慰遺族。1/21 吳西謙長老追思禮拜，求神安慰遺族。為彩虹團契

Sharon 姐妹的女兒 Rebecca 身體得醫治禱告，求主加添 Sharon 心力和體力

照顧雙胞胎女兒。 
 為世界禱告：巴西從 2016 年初到現在已經有超過 2000 名嬰孩罹患小頭

症。患小頭症的嬰孩他們的頭明顯比正常的嬰孩要小，Zika 病毒是造成小

頭症主要的原因。2015 年 Zika 病毒首次在巴西被發現並迅速藉著蚊子傳

播。求神憐憫並醫治這些患小童症的孩童，並讓小頭症的疫苗能被迅速發

展出來。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1. 茉莉已報名在復活節受洗，求神堅固她的信心穩定，請為順利受洗代禱。 

2. 請為身體不適的弟兄姊妹代禱，求主完全醫治。 

【巴拿馬禱告站】 

1. 請為 3 月份劉富理牧師來到巴拿馬擴大舉辦的宣教活動代禱。 
2. 為教會聚會人數更加增長，向主呼求幫助，求主使我們成為傳揚福音的使

徒，並持續呼求傳道人來巴拿馬帶領巴福。 
【尊榮之家福音站】   
1. 本主日由謝信生傳道證道，請代禱。 
2. 兒童事工現在急需老師，有負擔者，請與 Angel 聯絡 626-840-1161，請代

禱。 
【台中關愛禱告站】 

1. 請為副主席廖茂榮弟兄及會計李純慧姊妹得到完全康復代禱。 
2. 2017 新的一年已經來臨，關愛教會推動許多新的事工，期待更多同工們參

與其中，並以此吸引新朋友參加。請代禱。 

本週 團契/小組 敘事查經經文 
  



經文 分享問題 

路加福音 9:1-11 
『耶穌差遣十二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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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後書 第三章 
16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譯：凡神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督

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本週  讀經/靈修進度 – 活潑的生命 
 

 

日期 經文 默想的問題 

1/15 日 提後 3:1-9 我需要在生命的哪些地方更尋求神，使我的

生命可以更像主耶穌？ 

1/16 一 提後 3:10-17 
我今年在神的話語上要如何更扎根成長？我

的計畫是什麼？ 

1/17 二 提後 4:1-8 我還可以向誰傳福音？我今年在傳福音方面

可以怎樣比去年更進步？ 

1/18 三 提後 4:9-22 保羅以耶穌基督為至寶，   我從他的生命得

到怎樣的啟發？ 

1/19 四 路 1:1-17 
路加對他所信的道詳細考究，怎樣我可以更

清楚認識真理？ 

1/20 五 路 1:18-25 回想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思想神會怎樣使

用你的生命來成就祂的旨意？ 

1/21 六 路 1:26-38 神在我生命有哪些恩典的明證？這些恩典的

記號怎樣影響著我與神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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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報告事項 
 教會會員班：本主日下午 1:30-3:30 在中會堂上 101 會員班。

另外 2/12(主日)上 102 傳福音訓練班，敬請所有弟兄姊妹，踴

躍出席參加。 
 兒童事工報告： 本主日中午 12:45-1:30 在嬰幼兒室召開家長

會，敬請嬰幼兒家長準時出席參加。1/29(主日)中午 12:30-
2:00 在教會的中庭，舉行農曆新年的慶祝會，會中特別安排許

多適合孩童的遊戲及應景的簡單餐點，敬請弟兄姊妹踴躍邀請

朋友帶孩童來歡慶。當天中午 12:30 在兒童館前可以領取免費

的活動卡 passport 給孩童玩遊戲及享用一些點心(請讓兒童與

家長、及初、高中學生優先領取，一人一份，領完為止)，敬

請其他弟兄姊妹踴躍購買教會提供的便當。兒童部當天不提供

兒童午餐，敬請所有家長於 12:30 接走小孩。請還沒有作過

背景調查的學生事工及青崇的輔導，改於 3/05(主日)中午

12:30-1:30 到 2 樓老師休息室作背景調查。 
 聯合詩班報告：從本主日起開始練習，若要參加者請到圖書

館借譜。歡迎新的弟兄姐妹擁躍參加。讓我們將神的榮耀分享

於人。這次我們將獻唱『十字架的大權能－基督的受難，我們

的救贖』。少年及兒童詩班也從本主日開始上課，請家長於

中午 12:30 將孩童帶到教室。若有興趣者，歡迎報名參加。 
 報告：本主日李基藏牧師前往聖迦台福教會證道，請代禱。 
 姊妹會：1/20(週五)上午 10 點在詩班室(109A/B)聚會，本週邀

請崔理綱傳道分享『因信無懼，希伯來書 11:23、出埃及記

2:1-10』，歡迎踴躍參加。 
 英文夫妻/家庭團契：將於 1/20(本週五)晚上 8 點在教會二樓

#200 教室第一次非正式的聚會，歡迎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參

加，若有任何問題請與董家驊牧師 davidd@efcla.org 或 Scott
張簡醫師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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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前報名費$115，全勤的洛福會友，可退學費

$60。新生請另繳一次性報名費$25。本主日中午 12:30 在中庭

設有報名攤位，敬邀弟兄姊妹踴躍報名參加。 

 人事報告：上主日長執會通過聘任胡大衛牧師擔任華語青年堂

牧師，朱邕傳道(Katherine)擔任英文學生事工傳道。歡迎他們

加入牧師室的服事團隊。 
 琴瑟團契：於 1/21(週六)晚上 6:30，在恩光教室(Room 118)聚

會，會中邀請李基藏牧師分享，一家一菜，聯絡人黃祖德長

老，電話 626-374-6663。 
 會議：1/22(下主日) 下午 1:30-3:30 在中會堂召開長執同工訓

練及各部門計劃會議，敬請所有長執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教會奉獻收據：請弟兄姊妹於 1/29 及 2/5(兩個主日)中午 12:30

在招待處領取您的奉獻收據，若您的郵寄地址有所變更，請立

即到教會辦公室更改您的地址，謝謝合作。 
 別世：何焯佳弟兄追思禮拜於本主日中午 12:45 在 109D/E

教室舉行。吳西謙長老(吳適賢弟兄 Sam 的父親)追思禮拜將

於 1/21(週六)上午 10 點在大會堂舉行。李煥彬長老的母親

李王永真老姊妹於 1/8 蒙主恩召，Viewing 的時間是 1/21(週
六)上午 11 點-下午 1 點在 Rose Hills 的 Mortuary Room。段

宜忠弟兄於 1/9 蒙主恩召。求神安慰他們全體家人的心。 

其他報告事項 

 正道培育中心 2017 冬季新課快報： Kairos《把握時機》(1/29-
3/18 每主日下午& 3/25 週六)、神學精華/蔡嘉師&官明正老師

(2/1-4/26 每週三晚)、歸納法查經/蘇炳甘牧師(2/2-3/30 每週四

晚)、自我認識與成長/劉王仁美師母(2/6-3/27 每週一晚)、全人

醫治/劉富理牧師(2/11、18 上課、3/3-5 特會)。網路教學(一律

1/16 開課)：e-世界宗教綜覽、e-默想聖經、e-歸納法查經、e-
新約神學與信息、e-協談輔導 I。本季詳細課訊請上網查詢： 
www.LES.edu/Lti，報名請洽(626)571-5111。 

 創欣神學院：邀請蔡茂堂牧師開設『危機輔導』的課程及研習

會。研習會於 2/25、3/4、3/11(三個週六)上午 9:00~下午

3:00。課程於 2/27-3/10(週一、二、四、五)晚上 7:00~9:45。地

點在神學院(GETS Theological Seminary，412 E Rowland St. 
Covina)，週六研習會免費參加，座位有限，請速上網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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