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5-7 月 成人主日學簡介 

台語（10:00-11:00am 週日） 

 

華語青崇（10:00-11:00am 週日） 

華語（11:30am-12:30pm 週日） 

 週六晚崇拜成人主日學（5:00-6:00pm） 
 
 

  

 

 

 

 

 

 

 

 

 

 

 

 

 

 

 

 

 

 

 

 

 

 

 

 

 

 

課程名稱 教師 教室 

      馬太福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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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英義/楊敏如 119D 
台語詩班 陳珍如/郭雋律  109A/B 

課程名稱 教師 教室 

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門徒訓練 Felix/Felice/陳豪 119C 
高中生初信造就 談妮/Peter 119E 

課程名稱 教師 教室 

基要真理-認識基督教 邱志榮/莊光梓/孫孝齊/張超舜 圖書室 

華語詩班 鄒詩篇  109A/B 
希伯來書 羅惠文 109D/E 

以賽亞書 1-6 章 蔡皓敏 119B 
聖經 - 新約 (廣東話) 林德昀 119C 

靈命操練 華茵/張美如 119D 
“饒恕的醫治大能” 讀書班 張朝聲/吳吉田/吳蘇淑女 119E 

聖經通讀(2)新約書信 張亞欣/王國平 118 

課程名稱 教師 教室 

豐盛的生命 – 基要真理 Julie Chen 119A 
屬靈爭戰 Jason & Ivy 119B 

聖經研讀 - 約翰福音 詹雪貞 119C 

2017 年 5 月 21 日 Vol.48 No. 21 



  青崇 【題目】黑暗世界的曙光 

 【經文】約翰福音 8：12 - 30 
 【講員】胡大衛牧師 


一、耶穌是世界的光 

 

 

 

 

二、耶穌照亮人生路 

 

 

 

 

三、耶穌賜下生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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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亞欣 李基藏 王炳欽 謝信生 

領詩 彩虹之光 何恭孝 For Jesus 林梅芳 詹雪貞 敬拜團 A/O 詹雪貞 
值星 于澤國 黃祖德 Jenny Mason 于澤國 黃祖德 Oscar Mason 
音控 趙佐 趙佐 

Term 2  

鄔吉強 趙佐 趙佐 

Term 1  

張振琳 
招待 生命樹 琴瑟 故鄉情 生命樹 琴瑟 故鄉情 

迎新 生命樹 琴瑟 故鄉情 生命樹 琴瑟 故鄉情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一般奉獻 $13,464.80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0.00   成人       523 暫 停 77 
愛心              $0.00   兒童       120 110  
宣教            $170.00 共計       643 110 77 
感恩 $140.00 Santa Anita 療養院 117 人 / 長春大學 35 人 
建堂               $0.00 尊榮之家福音站 36 人 / 蒙市療養院 18 人 

CMC           $0.00 聖迦福音站 20 人 / 慈博療養院 20 人  
巴拿馬禱告站 21 人  

 台中關愛福音站 17 人  

總計         $13,774.80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台灣宣教$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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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暑期聖經學校（VBS）的招生報名工作禱告。禱告今

年有超過六十名的學生參加，並請為同工訓練、場地佈置與行政支援人

員禱告。 
 為肢體禱告：巴福教會 Nancy 姊妹的追思禮拜在 5/18 舉行，求神安慰

遺族、親人、朋友與弟兄姊妹。為王雪峰執事完全得醫治禱告。 
 為 CMC West 2017 禱告：為已經報名參加 5/21 與 5/28 異象分享及募

款餐會的伙伴教會﹑神學院與機構感謝神。請為餐會的講員、做見證、

帶敬拜的同工禱告。求神使用這個募款餐會供應大會的需要。請為

5/25 下週四在洛福舉行的籌備同工會禱告。求神使用這次的會議賜下合

一，一起為辦 CMC 努力，並求神使用會議後的晚餐，讓同工們有很好

的團契機會。求神感動同工們都能參加。我們正在尋找中文小組事工

的聯絡協調人，以及大會九大行政項目的負責人，請代禱。節目籌備委

員會正在考慮在大會中作見證的人選，也請代禱。 
 為世界禱告：據報導，伊斯蘭共和國正在西非擴張他們的勢力。去年

所公佈的一個錄像帶顯示，馬利的極端組織 Al-Mourabitoun，宣稱效忠

伊斯蘭國，該組織正是主導 2015 年 11 月在馬利首都 Radisson 旅館恐怖

襲擊事件的首腦。求神讓這些極端份子轉離他們的惡行，求神讓伊斯蘭

國的惡行徹底從地面上消失。總數 11 萬的 Jahanka 人散居於非洲的五

個國家，其中有 7400 人住在馬利的鄉村。他們當中要不是回教神職人

員就是務農的，他們中間沒有基督徒。求神使用 Jahanka 語的廣播，使

這個族群聽到福音。求神讓這些 Jahanka 人在尋求神時找到耶穌基督。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教會目前開始『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門徒訓練』課程，大家反應相當不

錯，有位弟兄為該課本奉獻，感謝神。請繼續為參加這課程的弟兄姊妹

代禱。 

【巴拿馬禱告站】 

 呂瑞雪(Nancy)姊妹已於 5/13 安息主懷，求主親自安慰眾遺族、親友及弟

兄姊妹，請為他們代禱。 
【尊榮之家台福教會】   
 本主日由謝信生傳道證道，請代禱。 
 請為弟兄姐妹能彼此包容、彼此相愛、彼此禱告、彼此守望禱告，為每

個家庭，和肢體的靈命禱告。 
【台中關愛台福教會】 

為教會今年的目標：至少 2 個人受洗，每週 25 個會友固定聚會；期待弟

兄姊妹共同為神的國度一起努力。請代禱。 

本週 團契/小組 敘事查經經文 
  



經文 分享問題 

出埃及記 3:1 - 4:17 
『摩西戰勝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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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數記 第六章 
24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25 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

你，賜恩給你。 26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本週  讀經/靈修進度 – 活潑的生命 
 

日期 經文 默想的問題 

5/21 日 民 5:11-31 
為何民數記中詳細記載破裂的家庭婚姻

關係？神的心意是什麼？ 

5/22 一 民 6:1-12 
從拿細耳人條例中，對我有什麼樣的警

惕？ 

5/23 二 民 6:13-21 
「拿細耳人的願」是像神獻上什麼？你

願意向神獻上特別的敬拜嗎？ 

5/24 三 民 6:22-27 
以色列人從祭司領受神的祝福，我需要

從神領受哪些祝福？ 

5/25 四 民 7:1-9 
獻給神的車和牛是作什麼用的？我有什

麼可以獻給神？ 

5/26 五 民 7:10-83 
各支派所獻上的祭各有什麼意義？我當

如何獻上給神的祭？ 

5/27 六 民 7:84-89 
神在會幕中與摩西說話，我要如何聆聽

神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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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年堂重點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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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份所訂購的靈修教材。 

 兒童事工報告： VBS 暑期聖經學校(4 歲到 5 年級兒童)將於

6/12~16 (週一~五)晚上 6:00-8:40 在教會舉行。本主日中午

12:40-1:30 在中庭接受報名，詳情請洽兒童主任 Ruth(ext.16)。
本主日下午 12:30-2:00 在 2 樓崇拜教室招開主日學老師、助

教會議及訓練，敬請準時出席。國殤日長週末(Memorial 
Day Long Weekend)，5/26(週五)晚上兒童團契暫停一次。

5/27(週六)兒童團契暫停一次，只開放嬰兒室照顧五歲及五歲

以下的孩童。 

教會報告事項 

 琴瑟團契月例會：將於 5/27(週六)晚上 6:30 在 118 恩光教室召

開，會中將邀請梁經綸長老夫婦主講「台灣西海岸的呼聲」，

一家一菜，連絡人賴正子長老 626-363-3885，歡迎參加。 

 聖餐及愛心奉獻：於 6/3(週六)及 6/4(主日)台、華及青年崇拜

中舉行，敬請弟兄姊妹預備心參加。 

 夏季音樂饗宴：教會青少年樂團、少年/兒童詩班，以及成人

詩班將於 6/4(主日)下午 1:30-2:30 在大堂舉辦年度音樂會，歡

迎弟兄姊妹邀請親朋好友一起出席參加。 

 會議：6/4(主日)下午 1:30 在 109D/E 教室召開小會，敬請所有

牧者、長老準時出席參加。 

 父親節主日：6/17(週六)及 6/18(主日)，教會將贈送精美小禮

物給父親們(請崇拜後在招待處領取)。英文堂將於 6/18(主
日)上午 10:30，在 Live Oak Park 崇拜，會後備有 BBQ，敬邀

父母及孩子一起參加。其他堂會時間照舊，歡迎弟兄姊妹全家

人一起來參加崇拜歡慶父親節。 

 畢業典禮：教會愛加倍蒙特梭利學校將於 6/23(週五)上午 11
點在中會堂(R115)舉行畢業典禮，並有節目表演，敬請弟兄姊

妹帶著您的孩子一同來參加祝賀，亦請為他們代禱。 

 

 暑期短宣隊宣教報告：台灣短宣隊將於 7/1-15 前往花蓮國語

禮拜堂，及台中台福關愛福音站。2 位緬甸短宣隊的弟兄姊妹

將和普世豐盛中心一起前往緬甸宣教。敬請弟兄姊妹為他們代

禱及奉獻，奉獻支票抬頭 EFCLA，Memo 請註明台灣或緬

甸。敬請弟兄姊妹為 12/26-29 美西華人差傳大會所需的經費

代禱及奉獻。我們將募款 5 萬元，支票抬頭 EFCLA，Memo
請註明 CMC。 

 『破繭齊出、同頌主榮』2017 美西華人差傳大會：將於

12/26-29(週二~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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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I 春季課訊：合乎聖經的教育觀/李光陵牧師

(6/3-7/1 每週六白天)；如何關顧受同性戀問題困擾的家庭/吳
子良老師(6/13-8/8 每週二晚)。本季詳細課訊請上網查詢： 
www.LES.edu/Lti，報名請洽：626-571-5111。 

 渴慕復興-全球禱告日(Global Day of Prayer)：將於 6/4(主日)
下午 3:00-5:00 在核桃市 Creekside Park (780 Creekside Dr. 
Walnut) 舉行，中英雙語，讚美之泉主領敬拜，十區牧者輪流

領禱，敬邀弟兄姊妹踴躍參加。詳情請洽 - 李燕光牧師 626-
205-2066，或潘碩安牧師 626-551-1288。 

 台福傳播中心：要感謝大家多年來對傳播中心的支持、奉獻、

代禱與投稿，托護著傳播中心的文字與媒體事工。近年，傳播

中心作了一些重大的調整和創新。調整方面：經傳播中心理事

會議決，台福總會擴大總委會通過，於今年三月出售中心書房

給天道／環球機構。創新方面：我們更努力在原有的紙本雜誌

基礎上作更新與突破。出版方面：我們將持續這方面事工，但

有大的方向調整。有別於過去多以出版翻譯英文書籍為主軸，

今後將多努力於孵育、出版漢語中文著作的原創作品。敬請弟

兄姊妹繼續扶持我們、為我們代禱，舆我們同行前面的傳揚福

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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