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12 月 聯合成人主日學 

主題：從舊約讀新約 

台語 (10:00-11:00am 週日) / 華語 (11:30am-12:30pm 週日) 

 
華語青崇（10:00-11:00am 週日） 

 

週六晚崇拜（5:00-6:00pm） 
 
 
 

 

 

 

 

 

 

 

 

 

 

 

 

 

 

 

 

 

 

 

 

 

 

 

 

 

 
  

課程名稱 教師 教室 

  12/03 律法一點一畫不能廢？（律法篇） 蔡玉玲教授 

119 
交誼廳 

  12/10 進入誰的安息？（詩歌智慧文學篇） 華茵執事 

謝信生傳道 

  12/17 字句叫人死？（歷史書篇） 蔡玉玲教授 

  12/31 這要應驗？（先知書篇） 蔡玉玲教授 

課程名稱 教師 教室 

認識神 – 巴刻 Felix/陳豪 119C 

高中生初信造就 談妮 119E 

課程名稱 教師 教室 

遇見神 Jason、Ivy 119B 

耶穌腳蹤和現代地理 林雪玉 119C 

2017 年 11 月 19 日 Vol.48 No. 47 



   台語 【題目】全地轉化 X –遭逼迫福音更興旺 

  【經文】使徒行傳 12：1-24 
  【講員】李基藏牧師 


前言：因司提反的事件，耶路撒冷大遭逼迫，除使徒以外，門徒

分散到各地。但教會遭遇逼迫並未終止，後來使徒也遭遇逼迫。 
 
 
一、教會遭逢    
希律亞基帕王一世為討好猶太人，殺了約翰的哥哥雅各，又捉拿

彼得，打算在逾越節後殺他。在宗教界與官方連成一氣與福音作

對時，就在              給教會提供了一個機會。 
 
 
二、恆切禱告    
復活的主耶穌升天後，門徒遵主命聚集禱告等候聖靈；五旬節，

門徒被聖靈充滿，福音被傳開。門徒天天聚集禱告成為 
       ，他們同心合意的禱告，主同在同時彰顯了許多神蹟。 
 
 
三、一樣神蹟    
為什麼同一樣神蹟，有兩種不同的反應呢？信與不信差別很大；

   和間接聽見差別更大；他們雖然切切地禱

告，但可能是預料彼得也會與雅各一樣殉道嗎？ 
 
 
結論：教會在此次切切地禱告之後，看見上帝的大能介入；耶路

撒冷的傳道工作，不因被逼迫而受影響，上帝的道反而更加興

旺，福音越發廣傳。 
 
 
討論問題 
1.為什麼希律王殺了約翰的哥哥雅各以後，還要去捉拿彼得？ 
2.彼得被捉拿，教會為他切切的禱告神；後來發生了什麼事？ 
3.當彼得敲門、使女羅大去回報以後，為什麼那些人不相信？ 

本週  下  週  

堂會 華 台 青崇 週六 華 台 青崇 週六 

講員 謝信生 李基藏 胡大衛 謝信生 王炳欽 王炳欽 陳豪 王炳欽 

領詩 彩虹團契 蘇晉立 A/O 麥子團契 敬拜團 黃慧琥 A/O 詹雪貞 
值星 謝芳蕙 許承暐 柯逸鴻 Mason 孫世蓉 許承暐 Ivy Mason 
音控 趙佐 趙佐 

Term 1 

鄔吉強 趙佐 趙佐 

Term 2 

張振琳 
招待 如鷹 愛加倍 故鄉情 方舟 愛加倍 故鄉情 

迎新 郭克倫 愛加倍 故鄉情 郭克倫 愛加倍 故鄉情 

週三禱告會 王炳欽 胡大衛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一般奉獻 $14,083.00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6.50   成人       554      217 128 
感恩           $2,460.63   兒童       111   91  
宣教         $700.00 共計       665 308 128 
 Santa Anita 療養院 55 人 / 長春大學 36 人 
 尊榮之家福音站 24 人  

 聖迦福音站 17 人   
巴拿馬禱告站 10 人   

 台中關愛福音站 19 人  

總計         $17,250.13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台灣宣教 $65.00, 正道神學院 $6,2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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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目前有 13 位台、華語的弟兄姊妹，以及 3

位英語的弟兄姊妹將陸續於感恩節和聖誕節受洗，還有兩位弟兄姊

妹接受堅信禮。請繼續為他們的信心堅固，跟隨耶穌禱告。請為其

他 20 餘位已經決志還沒有決定接受洗禮的弟兄姊妹禱告，讓他們早

日受洗歸主。目前已經有超過預期三十位 VIP 報名參加從 12 月到

明年 3 月的 ALPHA 的後續課程「親密之旅」。請為帶領「親密之

旅」的導師與同工們禱告。求神使這些 VIP，藉著「親密之旅」課

程，生命成長，信心堅定。 
 為 2017 CMCWest 禱告：目前美西華人差傳大會的總報名數量已經

有 3,100 人。本會目前有兩百人報名，請為達成四百人報名的目標禱

告。為差傳大會的四十天禁食禱告從 11/16-12/25，求神感動許多弟

兄姊妹參與，為整個美西華人差傳大會禁食禱告。 
 為肢體禱告：為王雪峰執事、邱增元弟兄、黃森林弟兄、蔡簡來

金姊妹、曾楊金葉姊妹得醫治禱告。沃明明執事的先生，侯大來

弟兄安息主懷，求神安慰沃明明執事與侯弟兄的家人。 
 為世界禱告：自 2014 年到現在，西非已經有超過 11,000 人死於埃

伯拉病毒。該地區雖然在去年曾被宣佈為零埃伯拉病毒地區，但是

緊接著在非洲其他地區又傳出疫情。感謝主，一個有效對抗埃伯拉

病毒的疫苗已經接近成功。求神讓埃伯拉病毒被完全根除，而患者

得以重獲健康並救恩。大部分的哥拉人住在賴比瑞亞的西部。哥

拉人大多是農夫以種稻米為生。他們絕大多數是回教徒，在 165,000
哥拉人中僅 2%是基督徒。求神使哥拉人渴望認識神；求神幫助非洲

的基督徒將福音傳到哥拉人當中；求神使哥拉人的教會被建立起來。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請繼續為新朋友朱先生全家、魏雅莉、余媽媽、林紫羽、Victoria  

Chen、Walter Huang、游逸如、Steven、Andy 早日認識神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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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 11/19 感恩節感恩佈道會禱告，求神吸引人悔改歸向主耶穌，使

用尊榮之家成為傳福音的管道。 
【台中關愛台福教會】 

 繼續為張惠芬姊妹、李媽媽、葉媽媽、純慧姊、劉傳道的三叉神經痛

等身體禱告，求天父上帝看顧、憐憫、醫治。 

本週 團契/小組 敘事查經經文 
  



經文 分享問題 

使徒行傳 5:17-32 
『為耶穌復活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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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歌 第二章 
10 我良人對我說：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來，與我同去！ 11 

因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過去了。 12 地上百花開放，百鳥鳴

叫的時候（或譯：修理葡萄樹的時候）已經來到；斑鳩的聲

音在我們境內也聽見了。 

本週  讀經/靈修進度 – 活潑的生命 
 

日期 經文 默想的問題 

11/19 日 鴻 2:10-13 
過去像獅子般一無所懼、擄掠其他國家

的尼尼微，為什麼會被毀滅？ 

11/20 一 鴻 3:1-11 
尼尼微是怎麼樣的一個城？這城裏充滿

着什麼樣的惡行並與神為敵？ 

11/21 二 鴻 3:12-19 
先知預言尼尼微城的保障將瓦解，最後

尼尼微的亞述王其結局如何？ 

11/22 三 歌 1:1-8 
你如何想像所羅門所寫的雅歌，從一對

相戀男女想到你與主的關係？ 

11/23 四 歌 1:9-2:3 
從經文中你看到新郎和新娘如何互相讚

美？你如何找到讚美主的話？ 

11/24 五 歌 2:4-17 
為何說「不要驚動、不要叫醒我所親愛

的，等他自己情願」這句話？ 

11/25 六 歌 3:1-11 當新娘找不着新郎時，她的心境如何？

當你失去神同在時有何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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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報告事項 

 兒童事工報告：本主日下午 12:45-2:00 在二樓敬拜教室召開

老師及助教會議，及製作名牌的照相，備有兒童照顧，敬請準

時出席參加。12/17(主日)下午前往 Santa Anita 療養院獻詩。 
 2017 愛在 [聖誕鞋盒禮物] 募集宣教活動：本主日要把所有鞋

盒送出去，敬請弟兄姊妹將包裝好的鞋盒送到教會辦公室。 
 會員班：敬請所有預備受洗的弟兄姊妹，務必參加於本主日

下午 1:30 在恩光教室(R118)的會員班。 
 「親密之旅」小組說明會：各位完成親密之旅初階培訓的弟兄

姊妹們，如果你有考慮要開始帶小組，我們將於本主日下午 
1:30-3:00 pm 在 二樓 202 教室，舉行帶小組說明會和提供問答

機會，以期幫助各位能順利開始進行小組，歡迎大家一起來參

與。聯絡人：翁瑞瑛師母 626-456-0953 、 許禛砡區牧 626-
840-7958。 

 報告：11/23(週四)感恩節。11/24(週五)上午迦勒團契、姊妹

會及晚上英文學生團契，暫停聚會一次。當天教會場地使用

及兒童照顧，暫停一次，敬請留意。11/25(週六晚崇拜)開放

1-5 歲的嬰幼兒照顧。教會辦公室 11/23、24 休息。 
 感恩節洗禮及獻兒禮：於 11/25 週六晚崇拜及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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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向區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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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瑟團契月例會：將於 11/25(週六)晚上 6:30 在 118 恩光教室

召開，會中將邀請柯舜純營養師來帶領健康講座，晚餐一家一

菜(Potluck)，歡迎參加，連絡人林保田弟兄 626-200-9117。 
 姐妹會：12/1(週五)上午 10 點在詩班室(109A/B)邀請彭淑鈴教

授分享『共織愛網 - 情緒安全的家庭關係，以弗所書 4:32』，

歡迎參加。 
 特別聚會：以推動「向未觸之民  (UUPG) 宣教」為主旨之

Finishing The Task 2017 年會，將於 12/5-12/7(週二~週四)在 
Saddleback Church 舉行。12/2 前報名$200。教會將提供補助，

名額有限，歡迎長執同工及對跨文化宣教有負擔之弟兄姊妹自

行上網報名 http://www.finishingthetask.com，請盡快報名參加。 

 新會員：小會於 11/12 通過接納姚瑤、單呢喃、阮加威、及林

思葦為本會會員。 
 愛加倍蒙特梭利教育中心報告：敬請弟兄姊妹不要擅自打開教

室的櫃子拿取東西、或點心，謝謝合作。 
 2017 美西華人差傳大會：招募義工。兒童部約需要 36 位義

工(每人只需 1 次，每次 4 小時，早上 8-12 點，或晚上 6-10 點)，
詳情請洽 Ruth(x16)。中文工作坊(專題講座)需要約 60 位義工

(每人只需 1 次，每次一個工作坊)，詳情請洽 Josh Sun 孫主立

傳道 (626-380-7510)。差傳大會將於 12/26-29(週二~五)在

Ontario Convention Center 舉行。12/12 註冊截止前，成人及青

少年(6 年級及以上)報名費及餐費(共 6 餐)$251(教會補助後

$151.50)，4 歲到 5 年級兒童$170(教會補助後$107)。請盡快上

網 www.cmcwest.org 報名參加。請弟兄姊妹自行上網預訂及

安排住宿房間(教會每人每晚補助$1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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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歷神特會：將於 12/16 週六晚崇拜中(晚上 7-9 點)舉行，敬

邀弟兄姊妹一起來經歷神的醫治與釋放，重燃生命的熱情。 
 聖誕燭光崇拜：將於 12/23(週六)晚上 7 點於大會堂舉行(以

華、英語進行)，敬邀弟兄姊妹們踴躍邀請朋友一起來參加。 
 全教會聯合聖誕主日：將於 12/24(主日)上午 10:30 由兒童、成

人詩班及青少年管弦樂團來帶領「靜默與歡聲」音樂崇拜，敬

請弟兄姊妹邀請親朋好友一起來歡慶救主降生。(當天聯合成

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其他報告事項 

 2017 為基督贏得大洛杉磯環城禱告：本教會擔任今年的集合
地點，該活動預定於 12/3 下午 2:00 乘坐 Bus 從本教會出發，

在車上一同禱告，預定 3:30 回到本教會，從東、西、南區乘
坐 Bus 各教會的禱告勇士集合於本教會，一起同心合意為政府、
信仰、教育、媒體、經濟禱告，期待大復興的來到，讓我們為
美國回轉歸向神禱告。環城禱告召集人：戴洸華牧師 626-864-
1505。歡迎弟兄姊妹、團契、小組踴躍於 11/26 前向教會辦公
室報告參加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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