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9-11 月 台/華/青崇/週六成人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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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1:00-2:00pm 週日） 
出埃及記 賴美滿 教師休息室 

週六晚崇拜成人主日學（5:00-6:00pm） 
  
 

 

 

 

 

 

 

 

 

 

 

 

 

 

 

 

 

 

 

 

 

 

 

 

 

 

 

 
 

課程名稱 教師 教室 

路加福音(上) 周明成/蔡英惠/李啟成/高慶華 118 
     新約聖經- 加拉太書 許清泉/葉敏明/林淑姿/黃玉清 119B 
     舊約聖經- 以西結書 黃立四/楊敏如/連憲仁/林贊恩 119D 

台語詩班 陳珍如/郭雋律  109A/B 

課程名稱 教師 教室 

歸納法查經 – 以弗所書 Felix Chen 119C 
聖經好好吃 Blanton Keh 109D/E 

課程名稱 教師 教室 

基要真理-認識基督教 
孫孝齊/張超舜/陳善純 

邱志榮/莊光梓 
圖書室 

使徒行傳與保羅書信 羅惠文 118 
華語詩班 王玉文  109A/B 

《親密之旅》 

情感智慧與自我成長課程 
翁瑞瑛/華茵 109D/E 

聖經 - 新約 (廣東話) 林德昀  119C 
信仰生活操練 吳宏資/吳瓊雄/張朝聲/楊子瑾 119D 

耶穌的腳蹤和現代地理 

(只上 9 月份) 
林雪玉/張雲翔 119E 

課程名稱 教師 教室 

琴與爐 - 在敬拜中默想神的話  Jason & Ivy 119B 
聖經研讀 - 約翰福音 詹雪貞 1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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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崇【題目】勇於承擔使命 ‐ 信心成長之路 
 【經文】士師記 6 

 【講員】胡大衛牧師 


一、基甸三次逃避使命 

 

 

 

 

 

 

 

二、上帝三次堅固信心 

 

 

 

 

 

 

 

三、我們的信心成長之路 

 

 

 

 

 

 

 

結論：基甸成為神所用的的士師，成為那個時代的拯救者。事實

上基甸同今天的你我很像，基甸也是一個平凡，並且小信的人，

但是當他願意回應神的呼召，一步步順服的時候，就慢慢成長為

神的大能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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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信生 謝信生 胡大衛 謝信生 王炳欽 黃寶儀 王炳欽 王炳欽 

領詩 彩虹 蘇晉立 A/O 麥子 麥子 黃郁仁 A/O 左雪伻 
值星 葉勝賢 黃田城 Ivy 張富雄 葉勝賢 黃田城 Blanton 張富雄 
音控 俞杰 俞杰 

Team 2 

鄔吉強 俞杰 俞杰 

Team 2 

吳祚裕 
招待 彩虹 摩西 故鄉情 彩虹 摩西 故鄉情 

迎新 郭克倫 方明正 故鄉情 郭克倫 方明正 故鄉情 

主日餐盒服事 慕義團契 愛加倍團契 
週三禱告會/敬拜 Katherine / 彩虹團契 孫主立/孫主立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一般奉獻 $24,062.87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1,024.00 成人 605 226 95 
建堂                $30.00 兒童 131  105  
感恩 $370.00 共計 736  331 95 
宣教 $1,311.87 Santa Anita 療養院 52 人 / 長春大學 34 人 
 尊榮之家福音站 25 人 / 永青療養院 38 人 
 台中關愛福音站 34 人 / 蒙市療養院 38 人 
  聖迦福音站 15 人  
總計 $26,798.74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正道神學院$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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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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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樓)  

代禱事項 
 為教會禱告：為新一屆的長執換屆禱告，求神興起更多愛主

的弟兄姊妹加入侍奉團隊，同心服事主。王牧師和正子長老

前往台灣參加〝幸福小組門訓系統〞同工訓練，求神藉著此次

培訓推動本教會進一步實踐大使命。請為九月底開始的啟發

生命課程 ALPHA 禱告，求神感動弟兄姊妹邀請他們朋友、同

事、親人參加 ALPHA。為我們英文學生事工以及成人主日

學的老師們禱告，求神使用他們的教導幫助弟兄姊妹生命成長，

更認識主。 
 為肢體禱告：丁昭昇長老接受化學治療中，求神醫治。為

生命樹團契 Pricilla 姊妹完全得醫治禱告。為 Lisa 丁姊妹的

肺纖維化得醫治禱告。陳善純執事的外孫宇凡訂於 9/29 在

台灣進行眼部手術，求神看顧手術一切順利，以及之後的康復。 
 為世界禱告：引發索馬利亞內戰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武裝團體

青年黨，逼迫、殺害佔領地的基督徒，造成孤兒人數逐漸增加。

但索馬利亞教會極端貧窮，無法照顧些孤兒。索馬利亞孩童飽

受營養不良及暴力的折磨。求神幫助他們皆能獲得足夠的資源

與人道救助而得以恢復。中國的宗教逼迫正在加劇，基督教

信仰大省－河南省，正在遭受全面逼迫，5000 多十字架被拆，

大批教會關門。求神堅固逼迫中的弟兄姊妹，繼續持守信仰為

主做見證。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感謝主，丁長老第二次新葯化療沒有特別的副作用。請繼續為

葯對腫瘤有效禱告。也請為林雲的女兒禱告 Sage 的右腳長血

管瘤在肌肉裡面，求神醫治保守看顧她。 
【尊榮之家台福教會】   
 為新一屆核心同工會和主席禱告，求神賜給忠心、良善、有見

識的合一團隊。 
【台中關愛台福教會】 

 請繼續為 9/22 凃永棠弟兄、張勝霞姊妹受洗代禱，求主堅定

他們的信心一生跟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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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記錄 

登記表) 

教會報告事項 

 兒童事工報告：兒童部本主日新學年度開始 Awana 課程。

敬請還沒有註冊的家長，盡快為孩子註冊，每位學生制服及教

材費$30。本主日於中午 12 點在中庭的 Awana 課程中，舉

行贈送聖經給 3 年級學生的儀式。9/30(主日)中午 12:30-1:30
請所有參與兒童、學生事工、及青崇的輔導，到 2 樓老師休息

室作背景調查。10/28(主日)下午在教會停車場舉辦

Halleluiah Trunk n Treat，敬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新會員：小會於9/9 接納吳錫安、李雪如、及吳靜三位為新

會員。9/12 接納 Jacky Chia-Chin Yang 為新會員。感謝主。 

 會議： 9/23(下主日)下午 1:30 在中會堂召開長執會，敬請所有

牧者、長執預留時間參加。接著召開小會，敬請留意。 

 Alpha 生命啟發課程：將於 9/23-11/18 舉行本年度為期 8 週

的課程。9/22(週六)上午 9:30~12:00 在 118 教室舉行 Alpha
同工訓練會。請各牧區、團契(小組)推派同工參加。 

 『走出生命的低谷』健康生活講座：將於 9/30(主日)下午 1:30 
~3:00 在中會堂舉行。主題一：絕處、逢生：從了解自殺成為

生命守門人(婚姻及家庭治療師-傅娟娟主講)、主題二：瓦礫中

的小花：與逆境共處的智慧(醫療社會工作師-華茵主講)。敬邀

弟兄姊妹邀請親朋好友、慕道朋友一起來參加。 

 上帝的部落-司馬庫斯合唱團：將於 10/27 (週六)晚崇時間晚上

7 點於本教會舉行福音佈道詩歌分享會，他們是台灣最晚有電、

道路最晚開通的原住民部落，敬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踴躍邀請

福音朋友一起來參加。 

 全教會靈修教材『活潑的生命』：訂購 2019 年「活潑生命」

全年中文版(正體、簡體) $60、英文版 Living Life $60、英文學

生版 Sena(7-12 年級) $60、英文版 I Love Jesus(Upper 
Elementary 4-6 年級) $60、英文版 I Love Jesus(Lower 
Elementary 1-3 年級) $60、中文青年版- 清晨國度$72、中文 1-
3 年級- 我愛耶穌$72、中文 4-6 年級- 我愛耶穌$72；本週起至

10/28 止，請向團契、小組登記並繳費。謝謝合作。 

 英文學生事工報告：本主日中午 12:45 在教會中庭舉辦 Silent 
Auction。學生們將用他們各種的才華提供多樣的服務，為今

年的冬季退修會募款，敬請弟兄姊妹踴躍參與。 

其他報告事項 

 總會婦女裝備會：於 10/01(週一)上午 10-12 點在洛福教會詩班

室(109A/B)舉行，本週邀請 Simon Chen 牧師主講『我的青春

都獻給你』，會後備有午餐，歡迎參加。 

 正道培育中心秋季課程開始受理報名：關係佈道/黃文雄醫師

(10/8-11/26 週一晚)。發聲法與聖樂/吳白芳老師(10/8-12/17 週

一晚)。兒童事工的願景與實踐/趙孝菁博士(10/9-11/27 週二晚)。
FOCCUS《輔開思》婚前協談導引員培訓/林國亮牧師 (10/13
全天)。傲慢與偏見：基督徒心理輔導的誤失和祝福/唐曾元惠

博士 (11/9-11 週末密集班)。保羅神學/王守仁教授 (12/1-12/9
密集班)。e-Campus 網路課程自 10/22 開始上課：e-自我認識

與成長、e-基督教倫理學、e-異端與極端、e-世界宗教綜覽、

e-詩歌智慧書。本季課程早鳥優惠至 9/25 截止，報名請早。

詳細課訊請至 www.Les.edu/LTI，或電洽： (626)571-5111，

lti@les.edu。 

全年讀完聖經一遍 進度表 
 
09/16 日  撒下 12、 林後 05、 結 19、 詩 64-65 

09/17 一  撒下 13、 林後 06、 結 20、 詩 66-67 

09/18 二  撒下 14、 林後 07、 結 21、 詩 68 

09/19 三  撒下 15、 林後 08、 結 22、 詩 69 

09/20 四  撒下 16、 林後 09、 結 23、 詩 70-71 

09/21 五  撒下 17、 林後 10、 結 24、 詩 72  

09/22 六  撒下 18、 林後 11、 結 25、 詩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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