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8 月 台華聯合成人主日學 

 
2017 年 青崇/週六 成人主日學 

華語青崇（10:00-11:00am 週日） 

 
 

週六晚崇拜成人主日學（5:00-6:00pm） 
 
 
 

 

 

 

 

 

 

 

 

 

 

 

 

 

 

 

 

 

 

 

 

 

 

 

 

 

 

 
  

日期 課程主題：聖靈與聖潔論 教師 時間/教室 

8/6 
認識聖靈與驗出聖靈同在的基

則。 

莊瑞陽

長老 

台語 
10:00am 

 
華語 

 11:30am  
 

@ 
119 

(交誼廳) 

8/13 
 

從聖潔論來看聖靈，神的七靈與

保惠師的分段與本質。 

8/20 
 

從聖潔論來看聖靈，神的七靈與

保惠師的行事與工作。 

8/27 
討論聖靈的果子與恩賜在基督徒

與教會生活中的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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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E 

課程名稱 教師 教室 

耶穌腳蹤和現代地理 張雲翔、林雪玉 119B 

聖經研讀 - 約翰福音 詹雪貞 1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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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崇 【題目】被忽略的聖靈 

  【經文】約翰福音 16：7-15 
  【講員】胡大衛牧師 


大綱： 
一、認識聖靈 
 
 
 
 
 
 
 
二、聖靈的工作 
 
 
 
1、救贖工作的實際執行者 
2、成聖生活的幫助者、安慰者、訓誨者 
 
 
 
 
 
總結：讓我們不再忽略聖靈的感動、引導、勸勉、提醒、警戒，

而要活出被聖靈充滿和掌管的生命！ 
 
 
 

主日回應表 
（請在奉獻前完成此頁，並放入奉獻袋中）                                 

 

姓名：   電話：     

電郵：         

您是第幾次參加聚會：  
 1st     2nd     我經常參加     會員 

今天我的決定: 

我邀請耶穌成為我的救主     我重新委身基督信仰 

我想要與牧師或輔導協談 

我想更多參予或所屬團契: 

團契生活： 恩光高中     活水大專     單身職青  

  年輕家庭 

聖經學習： 受洗課程 成人主日學 

教會服事： 主日迎新     會前準備      會後整理 

  兒童事工     其他： 

我想進一步了解：  

如何與基督建立關係？     如何禱告與讀經？ 

其它 

需要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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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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大衛 黃寶儀 陳敏欽 陳敏欽 孫主立 謝信生 

領詩 彩虹之光 蔡英惠 A/O 林梅芳 詹雪貞 黃郁仁 A/O 詹雪貞 
值星 Donna 張維辰 Jenny 郭敬虔 Donna 張維辰 Jenny 郭敬虔 
音控 趙佐 趙佐 

Term 1 

鄔吉強 趙佐 趙佐 

Term 1 

張振琳 
招待 新天地 慕義 故鄉情 新天地 慕義 故鄉情 

迎新 郭克倫 慕義 故鄉情 郭克倫 慕義 故鄉情 

週三禱告會 孫主立 董家驊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一般奉獻 $18,912.06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0.40   成人       560      183 105 
感恩              $461.44   兒童         95   82  
宣教         $820.00 共計       655 265 105 
愛心                $20.00 Santa Anita 療養院 63 人 / 蒙市療養院 32 人 
建堂                  $0.49 尊榮之家福音站 29 人   

聖迦福音站 22 人   
巴拿馬禱告站 9 人   

 台中關愛福音站 15 人  

總計         $20,214.39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台灣宣教$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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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為教會禱告：為本會能有 400 人參加 CMC 華人差傳大會禱

告。為我們 CMC 差傳大會補助專款能募集到 5 萬元禱告。為我

們能徵集數十位義工參與大會服事禱告。華語高中恩光團契極

需輔導加入牧養帶領這些學生。求神幫助我們能盡快找到合適的

輔導來幫助我們的華語學生事工。九月 23, 24 日，「親密之

旅」初級訓練會將使用本會舉行。8/31 是早鳥截止日期。目前已

有 32 人報名參加，求神感動許多南加州的華人踴躍報名參加，

也為協辦的心泉事工的同工禱告。 
 為肢體禱告：陳懷師弟兄、陳黃明月姊妹、潘林雅卿姊妹住院治

療中，請為他們的健康禱告。 
 為 CMC West 2017 禱告：感謝主，到 8/13 為止已經有 456 人報

名註冊；大部分的教會都已經在上週收到大會的簡章，我們也看

到許多教會在推動報名。求神讓更多的人回應神的感動報名參加

美西華人差傳年會。請為 8/13, 14 在美國國際關懷協會的推介分

享禱告。請為 9/30 在聖地牙哥，10/01 在北加州灣區的異象分享

餐會禱告。 
 為世界禱告：科普特教會是目前中東人數最眾的教會，是向中東

傳福音很關鍵的教會群體。許多科普特教會的信徒不冷不熱；請

為科普特教會在面臨壓力和逼迫中能經歷屬靈復興代禱。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Sunset Park Christian Church 是教會現在聚會的場地，日前已出售，

求神為我們預備適合敬拜的場地，也請為我們代禱。 

【巴拿馬禱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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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孤單無助的人帶進教會。請代禱。 
【尊榮之家台福教會】   
 感謝讚美主！張亞欣傳道已經接受尊榮之家駐堂傳道的邀請，歡

喜快樂與弟兄姐妹一起建造，共同努力興旺主的教會，傳揚福音。 
【台中關愛台福教會】 

 為張惠芬姊妹、李媽媽、吳慶銓老弟兄、梁國陽先生、吳德欽先

生等身體健康禱告，求主憐憫、看顧、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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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年堂重點報告 
 Alpha 生命啟發課程：第一次籌備會議，將於本主日下午

1:30 在 118 (恩光)教室舉行，敬請教會各牧區、團契、小組派

代表來參加。課程將於 9/24-11/12 為期 8 週，每主日晚上 5
點開始，敬請團契、小組、及弟兄姊妹邀請慕道朋友一起來參

加。請踴躍向各區牧報名參加。 
 2017 美西華人差傳大會：將於 12/26-29(週二~五)在 Ontario 

Convention Center 舉行。9/9 前成人及青少年(6 年級及以上)報
名費及餐費$221，4 歲到 5 年級兒童$140(共 6 餐，12/27-29 午、

晚餐)。請上網報名參加 www.cmcwest.org。請弟兄姊妹盡快

上網預訂及安排住宿房間（大會已在會議中心附近安排了 6 家

有特價優惠的酒店）。請弟兄姊妹為差傳大會所需的經費代

禱及奉獻。我們將募款 5 萬元，用以支持教會弟兄姊妹參加。

支票抬頭請寫 EFCLA，Memo 請註明 CMC。 

教會報告事項 
 兒童事工報告：在簽到簽出處，開始兒童主日學 2017-2018

新年度的註冊，敬請各位家長前往辦理。本主日下午 12:45-
2:00 在兒童敬拜教室(Room201)有新學年度的老師及助教訓練

會，備有兒童照顧，敬請準時出 席參加。8/27(主日) 上午 9-
12 點年度校外教學將前往加州科學中心。請家長前往簽到簽

出處，簽家長同意書。當天只開放嬰幼兒室提供 5 歲以下的兒

童照顧。當天下午 1-2 點在兒童敬拜教室有簽進簽出新系統

的家長說明會。9/10(主日) 上午 11-12 點在嬰幼兒室開始媽

媽與我的課程，敬請媽媽或爸爸帶著小孩一起來上課。詳情請

洽兒童主任 Ruth(x16)。請勿將任何物品堆放在嬰幼兒室，

以免影響孩童的安全，謝謝合作。 
 親密之旅初階培訓開始受理報名：創始人黃維仁博士親自授課！

將於 9/23(週六 9am-6pm)，及 9/24(週日 2-6pm)在教會中會堂

(R115)舉行。課程內容適用於個人成長、夫妻關係、親子互動，

以及一切的人際關係網絡，對於專業輔導員或教牧同工甚至平

信徒的關懷者，都是一門實用有效的實踐課程。完成課程者將

由國際親密之旅授予精美培訓證書。8/31 前報名有早鳥優惠，

團體報名更超值！9/13(週三)報名截止。詳情請瀏覽心泉事工

網頁：heartkeeper.org，或前往教會辦公室索取簡章報名表。 

 聖餐及愛心奉獻：於 9/2 週六及 9/3 主日台、華及青年崇拜中

舉行，敬請弟兄姊妹預備心參加。 

 報告：李基藏牧師將於 8/22-9/18 休假。 

 別世：慕義團契翁愛薰姊妹於 8/10 別世，謹訂於 8/26 週六下

午 1 點在世界殯儀館舉行追思禮拜(500 S 1st Ave. Arcadia)，求

主安慰眾遺族 。 

其他報告事項 

 正道培育中心夏季課程開始受理報名：聖經與家庭(8/22-10/24
每週二晚 6:45-9:45)，林國亮院長親自授課，讓你的家庭與服

事都受益終身。協輔 III-心意更新而變化/傅立德牧師(8/25-8/27
密集班)、靈命造就/劉富理牧師(8/26 及 8/28-10/9 每週一晚)、
基督徒的敬拜-從儀式到真誠/蔡玉玲教授 (9/9)、實用講道法-
當眾說話的藝術/蘇文隆教授(10/13-15 及 11/17-19)。課程資訊

請上網： www.les.edu/lti，電話洽詢：(626)571-5111。 
 ABC 2017北美華人基督徒教育大會：將於 9/16(週六)上午 9 點

到下午 5:30 在洛福教會舉行，主題「聖經-信仰和生活的權

威 ！ 」 ， 特 邀 韋 伯 萊 特 牧 師 (Rev. Gregory L Waybright ，

Pasadena Lake Avenue Church 主任牧師)擔任兩場主題講員。還

有多位講員提供的 54 場豐富多元的精采專題，華/台/粵/英，

各選所好。誠願這一年一度屬於南加州眾教會的屬靈盛宴，能

帶給眾多信徒和教會豐美的祝福！8/31 以前報名每位$20，9/1
以後及現場報名$25。請到教會辦公室索取報名表，或上網瀏

覽詳情：http://www.accessbibleconvention.org。 
 活現事工：14 週年異象分享籌款餐會將於 9/10(週日)晚上 6 

– 9 點，在 Almansor Court (700 S. Almansor St. Alhambra)舉行。

查詢電話 626-810-5200，門票$40。敬請踴躍參加。9/22-
23(週五、六) 舉辦鮑維均博士釋經講座 - 從聖經看女性在家庭

的角色，粵語講座，免費參加，詳情請洽活現機構辦公室 626-
810-5200，或上網 www.presencequotient.org。 

 正道感恩餐會：將於 9/30(週六)上午 10 點在 Quiet Cannon 舉行

(901 Via San Clemente, Montebello)，餐票每人$40，每桌$360。

報名請上網 event.LES.edu，電話 626-571-5110x162，email: 
curtislo@le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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