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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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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崇 【題目】期望與盼望 

 【經文】約翰福音 6：60 - 71 
 【講員】陳輝立弟兄 


大綱： 
1. 出於我們的期望（馬太福音 6:25-34；腓立比書 4:6-7） 
馬太福音 6:25-34 

25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為

身體憂慮穿甚麼。生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 
26 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

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27 你們

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或譯：使身量多加一肘

呢）？ 28 何必為衣裳憂慮呢？你想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

來；它也不勞苦，也不紡線。 29 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

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 30 你們

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裡， 神

還給它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 31 所以，不要憂慮說，吃

甚麼？喝甚麼？穿甚麼？ 32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

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33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

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34 所以，不要為明天

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腓立比書 4:6-7 

6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

所要的告訴 神。 7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2. 從神而來的盼望（詩篇 62:5；耶利米書 29:11） 

詩篇 62:5 
5 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 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

他而來。 
耶利米書 29:11 

11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本  週 下  週 

堂會 華 台 青崇 週六 華 台 青崇 週六 

講員 李基藏 李基藏 陳輝立 簡英材 王炳欽 王炳欽 蔡玉玲 王炳欽 

領詩 敬拜團 楊志博 敬拜團 簡英材 聖潔石 何恭孝 POP Lynn 
值星 Sara 謝信生 Jenny 郭敬虔 Amy 董文雄 Jenny 黃顯雄 
音控 趙佐 趙佐 

Team 1 

趙佐 趙佐 趙佐 

Team 1 

吳祚裕 
招待 方舟 慕義 故鄉情 生命樹 新生 故鄉情 

迎新 郭克倫 慕義 故鄉情 郭克倫 新生 故鄉情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一般奉獻 $12,657.00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成人       601       212  93  
感恩            $1,165.00 兒童        98          78   
宣教            $787.00 共計       699       290   93  
愛心 $100.00 Santa Anita 療養院 56 人 / 長春大學 45 人 
建堂   尊榮之家福音站 43 人 / 慈博療養院 17 人  

聖迦福音站 19 人  / 永青療養院 43 人  
巴拿馬禱告站 8 人  

 台中關愛禱告站 14 人  

總計         $14,709.00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台灣宣教$45.00、傳播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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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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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為教會禱告：我們三年前差派劉春美牧師、丁召昇長老，與蕭清

祥弟兄在洛杉磯西區的 Santa Monica 成立聖迦台福教會，到今年四

月就滿三週年，目前每週有二十餘人聚會。感謝神的祝福，求神使

用聖迦的牧長同工們，同心外展，造就門徒，在洛城西區興旺福音

為主發光。3/18 教會將舉辦「青春無悔」訓練會，預計會有四五

十人參加。請為參加這個訓練會的青年們禱告，求神藉這個課程塑

造青年們的品格，保持婚前貞節。 3/17 週五晚上有「青春期孩子的

心我懂」父母座談會，求神使用。並請為訓練會講員顏基甸老師禱

告。七、八位華語恩光青少年團契的弟兄姊妹已經從高中畢業進

入大專。他們也將從恩光團契進入活水大團契。求神幫助這些新青

年能很快適應新團契的輔導、契友，持續學習靈命成長，操練服

事、引人信主。 
 為肢體禱告：為陳培德弟兄與王雪峰執事健康恢復禱告。為張

貞婉執事手術後復原禱告。星文姐妹罹患胃腺癌末期，求神賜給

他信心來仰望主，賜給他智慧、力量和盼望來戰勝癌症的權勢。 
 為世界禱告：中非共和國這個世界 貧窮的國家之一在三年前因為

政權交替而爆發暴力衝突以來，至今情況仍舊嚴峻，該國大約一半

的人口都急需人道救濟。求神使用國際救援組織維持該國的和平並

提供人民身體與心靈的援助。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1. 請繼續為外出、感冒、扭傷腳踝的弟兄姊妹代禱，求神親自醫治及

看顧保守弟兄姊妹有平安。 

【巴拿馬禱告站】 

1. 劉富理牧師將於 3/9-12 訪巴福，並為鄭煥霞姊妹 (Celly) 姊妹施洗，

請大家為牧師旅途平安、福音餐會以及個人佈道代禱。願主大大加

添力量給牧師，得人如得魚，讓更多人蒙恩典。 
【尊榮之家台福教會】   
1. 本主日由李基藏牧師證道，請代禱。 
2. 高學華（Grace 的媽媽）已於上週主日決志信主，為她能夠繼續尋

求真理，回國前能接受洗禮禱告。 
【台中關愛台福教會】 

1. 2/25-2/28 四天三夜教會舉辦野外禮拜及旅遊，請為出入平安及有機

會向慕道友傳揚福音。 
2. 3/4 為關愛教會晉升福音站感恩禮拜，請為各項準備事情代禱。 

本週 團契/小組 敘事查經經文 
  



經文 分享問題 

以西結書 36:22-31 

『神應許賜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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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 第十一章 
36  若是你全身光明，毫無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燈的明光

照亮你。」 

本週  讀經/靈修進度 – 活潑的生命 
 

 

日期 經文 默想的問題 

2/26 日 路 11:14-28 在我今天面對的選擇中，如何能與主站

在同一邊？ 

2/27 一 路 11:29-36 耶穌的光如何能透過我向身邊的人看

見？ 

2/28 二 路 11:37-54 我生命中有哪些假冒為善的地方需要改

變？ 

3/01 三 路 12:1-12 在生活中我如何能勇敢又有智慧地承認

主？ 

3/02 四 路 12:13-21 我人生的保障是建立在什麼事物上？ 

3/03 五 路 12:22-34 我為何會為明日憂慮？ 

3/04 六 路 12:35-48 一個忠心的僕人有哪些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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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年堂重點報告 

 『青春無悔』華語講座：由愛家協會主辦，愛家顏基甸高級培

訓師主講，3/17(週五)晚上 8-10 點在小會堂為青少年父母或

家長舉辦「青春期孩子的心，我懂！」免費講座。敬請所有家

長出席參加，也請踴躍邀請慕道朋友家長參加。3/18(週六) 
上午 9 點到下午 3 點在教會交誼廳舉辦「青春無悔」12-25 歲

青年講座。報名費每人 30 元(包括材料費及午餐。全程參加

者，補助 10 元)，請於 3/12 前向胡大仁牧師，或教會辦公室

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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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教會辦公室領取 3 月份所訂購的靈修教材。 

 兒童事工報告： 本主日中午 12:45-2:00 在 2 樓教室舉行老

師、助教會議，敬請準時出席參加。請還沒有作過背景調查

的學生事工及青崇的輔導，於 3/5(主日)中午 12:30-1:30 到 2 樓

老師休息室作背景調查。兒童受洗班將於 3/5、12、19 及

26(連續 4 個主日)於 2 樓教室上課，4/16(復活節主日)受洗典

禮，請孩童願意受洗的父母，向 Ruth 報名(x16)。 

 聖餐及愛心奉獻：於 3/4 週六及 3/5 下主日台、華及青年崇拜

中舉行，敬請弟兄姊妹預備心參加。 

 週六晚崇拜報告：我們每日都在經歷神，我們卻忘記要為主作

見證。從三月開始，在週六晩崇拜事項報告及代禱結束後，將

事先邀請一位弟兄或姊妹為主見證，請各位預備你們的心，思

想神在你日常生活中奇妙作為！勇敢為主作見證。為主作見證

的，請先分享給輔導、小組長知道，確認你的見証可以就造

人。寶儀牧師會安排講見證的日期。請輔導、小組長關心此

事，並且鼔勵組員作見證。感謝主！讓週六每一位兄弟姊妹成

為主的見證人！ 

 會議：3/19(主日)下午 1:30 在中會堂召開長執會，敬請牧

師、傳道、區牧、長老、執事出席參加。會後接著召開小

會，敬請牧長參加。 

 
 外出服事：王炳欽牧師本主日前往 Agape 教會證道，請代

禱。 

 復活節洗禮及獻兒禮：於 4/15 週六晚崇拜及 4/16 主日青崇、

台、華崇拜將舉行洗禮及獻兒禮，請預備接受洗禮及獻兒禮的

弟兄姊妹踴躍向各牧區牧師，胡大衛牧師(青崇 ext.20)、黃寶

儀牧師(週六 ext.13)、李基藏牧師(台 ext.14)及謝信生傳道(華
ext.17)報名。 

 暑期短宣：台灣短宣隊將於 7/1-15 前往花蓮國語禮拜堂及台

中台福關愛禱告站宣教服事。普世豐盛生命中心緬甸短宣隊

將於 6/1-14 前往。有願意參加台灣或緬甸短宣隊者，即日起

請向柯逸鴻長老報名(blantonkeh@efcla.org)。 

其他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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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11(二個週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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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在創新

神學院(GE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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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宣教祈禱特會：『主就快臨，我當作什麼？』特會將於

3/17(週五)晚上 6:30~9:30 及 3/18(週六)上午 8:30~晚上 8 點在

亞凱迪亞華人浸信會(100 W Duarte Rd. Arcadia)舉行，每人

$20，請於 2/28 前報名參加，請上網 www.usacmi.org 查詢及

下載報名表，詳請請洽國際關懷協會 626-279-9500。 

 正道福音神學院 2017 裝備體驗營：將於 3/25(週六)上午 10 點

(請提早 30 分鐘報到)到下午 2 點在神學院舉行 (9350 Telstar 
Ave. El Monte)。內容包括：信息，學院現況，同學見證，入

學手續，助學金，宿舍申請，一對一面談。對象是：願意接受

神學裝備，為主所用之基督徒。報名請洽 tinashi@les.edu，或

電 626-571-5110 ext. 169 Tina，上網 www.le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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