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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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比米勒–唯一的敵士師 

 【經文】士師記 9：1-22 

 【講員】王炳欽牧師 


前言：亞比米勒是唯一的敵士師，是一個負面的領袖，但是卻也

可能是許多人內心的寫照，從他身上我們可以學什麼？ 
 
 
 
一﹑背信棄義：亞比米勒背棄神，背叛父家，使用各種手段，只

為了自我實現，獲取功名與利益，在人中稱王。 
 
 
 
二﹑認定真神：唯有神才是我們真正的王，當認定你的神，誠心

實意侍奉祂，並在一切事上都認定祂，順服祂。 
 
 
 
三﹑榮神益人：從約坦的比喻，可以知道人最高的目的不在於尋

求自我實現，而在於榮耀神又帶給人祝福。 
 
 
 
結論：要勝過心中自我的巨人，唯有誠心實意榮耀神，謙卑服事

造福人。 
 
 
 
討論問題： 

1. 亞比米勒為什麼算是一的敵士師？ 
2. 你是否在自己身上的哪些方面看到亞比米勒的影子？ 
3. 哪些地方是你可以調整改變，勝過生命中亞比米勒的靈的？ 

 
敘事性查經經文  敵士師-亞比米勒 士師記 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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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炳欽 黃寶儀 王炳欽 王炳欽 孫主立 孫主立 柯逸鴻 胡大衛 

領詩 麥子 黃郁仁 A/O 左雪伻 張益瑞 何恭孝 POP 黃寶儀 

值星 葉勝賢 黃田城 Blanton 張富雄 葉勝賢 黃田城 Jenny L 張富雄 
音控 俞杰 俞杰 

Team 2 

吳祚裕 俞杰 俞杰 

Tea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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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加倍團契 琴瑟團契 
週三禱告會/敬拜 孫主立/高志翔 胡大衛/約沙法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一般奉獻 $12,029.00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     20.00 成人 566 197 70 
愛心              $100.00 兒童 119  94  
感恩 $1,080.00 共計 685  291 70 
宣教 $561.75 Santa Anita 療養院 54 人 / 長春大學 29 人 
 尊榮之家福音站 21 人 / 慈博療養院 16 人 
 台中關愛福音站 28 人  
  聖迦福音站 13 人  
總計 $13,790.75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台灣宣教$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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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聖靈感動我們的弟兄姊妹，為他們還沒有得救的

家人、朋友、同學、同事禱告，並向他們外展。為我們在主日能

有超過一百名學童參加 AWANA 禱告。為學童父母能幫助他們的孩

子一起背聖經經文禱告。為本主日（9/23）開始的啟發生命課程

ALPHA 禱告。求聖靈在 VIP 心中動工，讓他們打開心門接受耶穌

作他們的救主。為 9/30 的社區外展講座禱告。為能有許多社區的

人士參加禱告，為講員傅娟娟與華茵禱告。 
 為肢體禱告：為丁昭昇長老的化學治療能有效消除體內腫瘤禱告。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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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基斯坦的基督徒經常從事那些伊斯蘭教徒所不

願意做既骯髒又危險的工作。他們中間許多人因此而染病甚至死亡。 
求神保護並醫治祂在巴基斯坦的百姓，求神幫助那些試圖改善巴基

斯坦基督徒生活條件的機構。Yiddish 是世界上大多數保守派猶太

人所使用的語言，這些保守派猶太人都不接受耶穌是彌賽亞。求聖

靈軟化猶太人的心，接受耶穌是就主以及祂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

恩。山竹颱風，在香港，中國內及菲律賓造成相當的損失，近 50
年來最強的颱風，造成嚴重破壞，近 400 人受傷求診，現時交通面

臨癱瘓。在菲律賓造成至少 64 人喪命，恐還有數十人被埋在土石流

中。在呂宋島北部引發山洪和土石流，千戶民宅被摧毀。求神帶領

受災國家及地區的災後重建與恢復。美國東海岸的南卡羅來納州、

北卡羅來納州、及弗吉尼亞州在上週 9/13-14 經 4 級颶風佛羅倫斯

Hurricane Florence 的侵襲，造成重大的損失及十多人傷亡，三萬人

緊急疏散，大規模停電停水，影響到至少兩百五十萬人以上的生活。

求神憐憫、幫助、帶領修復及重建的工作。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感謝主，移民局已批准洪小茹傳道的宗教人員工作證 R1，請為洪傳

道全家下週將要到移民局辦理簽證能順利代禱。 
【尊榮之家台福教會】   
 請為中秋節的福音聚會禱告，求神預備我們傳福音的心志，吸引人

歸主，並一同感恩作見證。 
【台中關愛台福教會】 

 感謝主，凃永棠弟兄、張勝霞姊妹受洗，歸入主耶穌基督名下，上

帝的恩典與祝福跟隨他們及全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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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記錄 

登記表) 

青年堂重點報告 

 會議：本主日下午 1:30 在中會堂召開長執會，敬請所有牧者、

長執準時出席參加。會後接著召開小會。 
 幸福小組異象說明會：將於 10/7(主日)下午 1:30~2:30 在中會

堂(R115)舉行，邀請團契小組輔導、主席、小組長、同工，以

及有負擔傳福音的弟兄姊妹參加。 

教會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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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1:00 到教會辦公室拿取 10 月份的靈修教材。 
 報告：本主日謝信生牧師前往聖迦台福教會證道，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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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pha 生命啟發課程：將於本主日下午 5 點開始，舉行為期 8

週的課程。敬請弟兄姊妹踴躍邀請慕道朋友準時參加。 
 兒童事工報告：兒童部新學年度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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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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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5~2:30 在教會停車場舉辦 Halleluiah Trunk or Treat。
當天設有熱食點心、冷飲攤位、才藝表演、跳跳屋…等精彩的

活動內容。這是傳福音的機會，敬請邀約慕道朋友、孩童及弟

兄姊妹們預留時間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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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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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3 日  撒下 19、 林後 12、 結 26、 詩 74 

09/24 一  撒下 20、 林後 13、 結 27、 詩 75-76 

09/25 二  撒下 21、 加 01、 結 28、 詩 77 

09/26 三  撒下 22、 加 02、 結 29、 詩 78:1-37 

09/27 四  撒下 23、 加 03、 結 30、 詩 78:38-72 

09/28 五  撒下 24、 加 04、 結 31、 詩 79 

09/29 六  王上 01、 加 05、 結 32、 詩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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