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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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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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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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台 【題目】勝過懼怕 

 【經文】詩篇 23：1-6 

 【講員】謝信生傳道 


前言、 

今年美國各地充滿令人驚慌害怕的事情。恐懼害怕圍繞在我們的

生活當中。但是聖誕的信息要告訴我們「不要再懼怕」。詩篇二

十三篇中有四個很重要的應許，可以讓我們勝過生命當中一切的

恐懼？ 

 

一、靠主勝過缺乏的恐懼： 

 

 

二，靠主勝過未知的恐懼： 

 

 

三，靠主勝過苦難的恐懼：  

 

 

四，靠主勝過仇敵攻擊的恐懼： 

 

 

結論 

「聖誕節」就是神要再一次對我們說：「不要再懼怕！」因為上

帝是我們的「大牧者」是 

我們的保護、拯救。是要供應、引導我們。 

 

思想問題： 

1. 我們要如何戰勝對於缺乏、未知、苦難、仇敵攻擊的恐懼？ 

2. 當我們遇到苦難驚惶事件時，該如何還尋求幫助？反之，你如

何幫助需要的人？ 

 

 

 

 

 

本週 下  週  

堂會 華 台 青崇 週六 華 台 青崇 週六 

講員 謝信生 謝信生 孫主立 謝信生 王炳欽 王炳欽 胡大仁 黃寶儀 

領詩 生命加倍 黃慧琥 POP Diana 生命加倍 蘇晉立 For Jesus 彩虹團契 

值星 葉聖賢 黃祖德 Tiffani Eric Chiu 葉聖賢 黃祖德 Tiffani Eric Chiu 

音控 趙佐 趙佐 

Term 2 

Daniel 趙佐 趙佐 

Term 2 

鄔吉強 

招待 彩虹 琴瑟 故鄉情 彩虹 琴瑟 故鄉情 

迎新 郭克倫 琴瑟 故鄉情 郭克倫 琴瑟 故鄉情 

週三禱告會 董家驊 謝信生 
 

 

上 主 日 人 數 及 奉 獻 
一般奉獻 $28,238.86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11.25  成人 544 183 89 

感恩 $660.61           兒童 125 107  

宣教 $1,655.00 共計 669 290 89 

愛心 $445.00  Santa Anita 療養院 57 人 / 長春大學 37 人 

CMC $80.00  尊榮之家福音站 27 人 / 永青療養院 36 人 

  聖迦福音站 30 人   
 巴拿馬禱告站 12 人   

  台中關愛福音站 15 人  

總計 $31,090.72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台灣宣教 $415.00, 正道神學院 $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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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12/24 教會有聖誕節的聯合音樂崇拜，為成人、兒童詩

班與青少年樂團的聖誕節崇拜的準備工作禱告，也求神幫助弟兄姊妹邀請

更多朋友，特別是那些還沒有信主的朋友來參加今年的聖誕崇拜。為參

與在 Santa Anita、Monterey Park、永青、慈博療養院事工的弟兄姊妹禱告。

求神加添他們力量，特別是在聖誕節的時候帶領療養院的長輩們敬拜神，

並將關懷帶給他們。 

 為 2017 CMCWest禱告：截至 12/03 美西華人差傳大會共 3179 人報名，

請為在 12/12 能達成 4000 人報名的目其中有 1832 人參加華語聚會，792 人

參加英語聚會。請為能達到 4000 人報名的目標禱告。大會講員之一的王儀

牧師因最近在嘗試出境時被攔阻而請大會邀請其他講員代替他，請為大會能

找到合適代替王儀牧師的講員禱告。 我們教會目前有兩百餘人參加華人差

傳大會，求神感動更多弟兄姊妹報名參加，讓我們達到 400 人參加的目標。 

 為肢體禱告：為王雪峰執事、黃森林弟兄、林檢姊妹、蔡簡來金姊妹、劉

楊昭容姊妹得醫治禱告。 

 為世界禱告：雖然尚有大批索馬利亞難民還在為一些基本的生活需要像

飲食、居住與醫藥掙扎，但部分索馬利亞難民已經開始從肯亞返回家鄉。 

這些索馬利亞難民特別為他們的孩子將來的安全、健康與教育感到憂慮。

求神在索馬利亞賜下和平與穩定號讓索馬利亞的下一代教育並聽到福音。

 為數 3100 萬的奧羅莫人主要居住在衣索匹亞但有 64,000 人居住在索馬利

亞，他們當中有 2%是基督徒，其餘的是回教徒。求神興起代禱者為駐索馬

利亞的奧羅莫仁的得救代禱；求神興起宣教士到他們當中工作帶領奧羅莫

人認識主耶穌基督。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福教會】 

 請為新朋友代禱：朱先生全家、其岳父、魏雅莉和余媽媽、林紫羽、Victoria 

Chen、Walter Huang、游逸如、Steven、Andy。求神感動他們敞開心接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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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12 月 24 日下午聖誕福音聚會禱告，為弟兄姐妹勇敢及有智慧邀請人禱告，

也求神預備被邀請来到教會的福音朋友的心。 

【台中關愛台福教會】 

 為凃永棠兄身體的恢復現已出院、張蕙芬姊妹車禍受傷、李媽媽肩膀積

水、美玲姊的身體、劉傳道的牙齒神經發炎等身體禱告,求主大能的手醫

治、看顧。 

本週 團契/小組 敘事查經經文 
  



經文 分享問題 

列王記下 4：8-37 

『以利沙與書念婦人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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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67篇: 1-2 

1願神憐憫我們，賜福於我們，用臉光照我們，（細拉） 2 好

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 

本週  讀經/靈修進度 – 活潑的生命 
 

 

日期 經文 默想的問題 

12/10日 詩 64:1-13 
數算在過去這段時間，上帝所賜給你

的恩典。 

12/11一 詩 66:1-7 
在你過去的人生，上帝曾如何拯救你

和你家？ 

12/12二 詩 66:8-20 
在你生命中有哪些罪，是上帝正在煉

淨的？ 

12/13三 詩 67:1-7 你有哪些事情是要稱頌上帝的？ 

12/14四 詩 68:1-10 上帝的公義為何值得我們稱頌讚美？ 

12/15五 詩 68:11-18 上帝如何臨在你的生活中？ 

12/16六 詩 68:19-27 
詩人如何描述我們人生的盼望在何

處？ 

6 3 



教會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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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中午在中庭請有意願參與美西華人差傳

大會中文工作坊義工的弟兄姊妹詳情請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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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會員：小會於 12/3通過接納王軍、王蓓及陳韻如為本會的會員。 

 贈送月曆：關懷組代表教會印製 2018 年月曆，贈送給每一家庭一

份，請於本週六晚崇拜，及本主日中午 12:30 到教會中庭向同工領

取 (因數量有限，請勿重覆領取，發完為止)。 

 主日招待服事的溝通協調會：將於本主日下午 1-1:30 在 118 教室

(恩光教室)舉行，敬請台語堂各團契及小組的團契負責人、主席、

小組長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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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事工報告：每主日上午 10-11 點 3-5 歲組在嬰幼兒室一起上

課。11 點以後老師會帶孩童到各教室上主日學課程。12/17(主日) 

下午前往 Santa Anita 療養院獻詩。12/22、29 (二週的週五) 因為

長週末，晚上沒有兒童團契。12/23、30 (週六) 沒有兒童團契，有開

放嬰幼兒室 (5 歲以下) 。為小孩的安全，弟兄姊妹出入兒童館

時，請一定要隨手關閉樓下兩邊的玻璃門。敬請各位家長隨時提

醒孩童要保持教會廁所的清潔，謝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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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管弦樂團，及南加州兒童合唱團，一起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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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領袖裝備訓練-信徒生命規劃：由北美真道浸信會神學院及

活現機構合辦，於 1/27/2018(週六)上午 9:15 至下午 4:00 在愛鄰台

福基督教會(18555, Farjardo Street, Rowland Heights, CA)上課，葉顏

瑋茵博士主講：確定人生優先序；人生的目標和抱負(華語)。每堂

課$50，活動材料費$15，共$65。報名及查詢，請洽：北美真道浸

信會神學院，電話：626-574-0770。 

 愛能改變一切：第十三屆南加華人迎聖誕-大型慈善晚會，於

12/16、17(週六、週日晚上 7 點)在 Pasadena City College，Sexson 

Auditorium 舉行，會中將邀請多位嘉賓演出 - 中國好聲音陳永馨、

世界級小提琴演奏家 Maurice Sklar 博士、舞蹈團 Michael Tomlin 

III、芭蕾舞教師湯文、歌舞劇“智者之旅” ，將帶領我們踏上心靈奇

妙之旅。此次捐款將贈予『多福協會』(關懷台灣都會區經濟弱勢原

住民)。請向教會辦公室索取免費門票(12/16 週六晚上 7 點共 50 張

票、12/17 週日晚上 7 點共 150 張票，索完為止)，詳情請查詢：

(626)213-7322，或參閱教會佈告欄。 

 LTI 冬季課程開始報名，12/20以前有早鳥優惠：衝突處理與危

機應變/傅立德牧師(1/12-14週末密集班)；Kairos《把握時機》宣教門

訓(1/15-19白天密集班)；原文讀經好處多/羅羚、羅達理博士夫婦

(1/24-3/21每週三晚)；自我認識與成長/劉王仁美師母(1/30-4/3每週二

晚)；使徒行傳與宣教/馬志星牧師(2/1-3/22每週四晚)；全人醫治/劉富

理牧師(2/3,2/17,3/3每週六上課；3/9-3/11每晚特會)；神學與當代文

化/董家驊牧師(2/3-4 & 3/10-11密集班)；門訓全壘打/黃成培、黃雲英

牧師夫婦(2/5-3/26每週一晚)。本季並開設 5門 e-Campus課程(均自

1/15開始上線)：e-舊約五小卷、 靈命造就、聖經與輔導、新約神學

與信息、基要真理班師資訓練。以上詳細課訊，歡迎上網瀏覽

www.Les.edu/LTI，或電洽： (626)571-5111。 

 由正道神學院和真愛家庭協會聯合主辦之 FMC 2018家庭事工研討會

《將心歸家，為家而戰：從扎根到開展》及會前工作坊將於 3/14-17

舉行，特早鳥優惠至 12/31。詳細議程與線上報名請至

www.fm4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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