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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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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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週年慶的謹慎反思   

  司布真：對不冷不熱的懇切鑒誡 

     An Earnest Warning Against Lukewarmness 
  【經文】啟示錄 3:14-21 

  【講員】陳輝立弟兄 


司布真論述教會的狀態 
 
一、教會非常容易墜入的狀態 

The state into which churches are very apt to fall 
 
 
 
 
 
二、這樣的狀態中所遇到的危險 

The danger of such a state 
 
 
 
 
 
三、主所採用的補救方式 

The remedies which the Lord empl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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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炳欽 陳輝立 王炳欽 孫主立 黃寶儀 胡大衛 黃寶儀 

領詩 生命加倍 陳麗美 ForJesus 約沙法 彩虹 蔡英惠 ForJesus 麥子 

值星 于澤國 陳嘉玲 Enoch 黃顯雄 于澤國 葉敏明 Enoch 黃顯雄 

音控 俞杰 俞杰 

Team 2 
Daniel 俞杰 俞杰 

Team 2 

鄔吉強 
招待 生命樹 真善美 故鄉情 生命樹 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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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鷹團契 生命樹團契 
週三禱告會/敬拜 Katherine Chu / 彩虹團契 孫主立 / 高志翔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一般奉獻  $18,681.00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16.00 成人 542 189 122 
愛心              $495.00 兒童 116  94  
感恩 $320.00 共計 658  283 122 
宣教 $2,091.31 Santa Anita 療養院 51 人 / 長春大學 34 人 
 尊榮之家福音站 23 人 / 慈博療養院 20 人 
 台中關愛福音站 26 人 / 蒙市療養院 29 人 
  聖迦福音站 13 人 / 永青療養院 39 人 
總計 $21,603.31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台灣宣教$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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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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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洛福教會成為一個傳福音造就門徒的教會禱

告。求神紀念 10/28 的 Trunk or Treat 外展活動的籌備與宣

傳工作。求神讓許多社區的家庭與小朋友在當天下午一起來參

加這個活動，同蒙受神的愛與恩典。第三週的啟發生命課程

有 40 位 VIP 參加，求主讓 VIP 穩定出席。有部份 VIP 已經接

受主，求神堅固他們的信心。成人詩班與青少年弦樂團正在

準備聖誕節聯合崇拜的曲目。請為我們的詩師班與弦樂團禱告，

為詩班指揮陳珍如老師、弦樂團指揮 Matthew Fang、與弦樂

團輔導 Janet Sun 禱告。為幸福小組研習會的籌備與報名禱

告。 
 為肢體禱告：為肢體欠安的弟兄姊妹，得醫治，健康恢復禱告。 
 為世界禱告：11 月美國期中選舉即將到來，讓我們一起為

選舉禱告，求神祝福我們眼睛明亮選出合神心意的領袖，使政

府各級官員做出正確的決定並正確執行，使人民生活安定，國

家不斷成長與進步。德國的撒拉菲派（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

人口持續增加，已經超過一萬多人。他們主張「一切回到古蘭

經和聖訓中」，允許使用武力，成為威脅治安的潛在因素。讓

我們一起禱告，求神使因人道主義而接受難民的德國，不因此

受到威脅。印尼蘇拉威西島發生地震並引發海嘯，據估計超

過千人喪生，百萬人受災。求神讓救災物資迅速順利送到受災

的人民手中，求神安慰那些受災的印尼人，讓他們在耶穌基督

裡找到平安。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感謝主！小茹傳道全家已順利通過美簽面談，請繼續為她們全

家來美行程平安順利及參與本堂的服事代禱。 
【尊榮之家台福教會】   
 為每一位屬靈生命的復興禱告，為從傳道人到弟兄姊妹興起傳

福音的負擔和熱情禱告。為兒童主日學老師禱告。 
【台中關愛台福教會】 

 感謝主！蕙芬姊妹的官司已經達成和解；永棠弟兄身體有進步，

預備手術將小腸接回。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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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記錄 

登記表) 

青年堂重點報告 

 教會 48th 週年慶：讓我們存著感恩的心，一起向愛我們的神

獻上讚美敬拜。 

 幸福小組：2018 洛杉磯幸福小組研習會即將在 11/2-4(週五、

六、日)在本教會舉行。此次研習會由本教會及聖迦谷羅省基

督教會一起合辦。研習會將邀請高雄福氣教會楊錫儒主任牧師、

馮珮牧師，與高瑩宣教士…等主講『幸福小組人人傳福音的理

念』，及分享他們的實作經驗，機會難得，每人費用$30。敬

請各位長執、輔導、小組長、同工、弟兄姊妹保握機會踴躍向

區牧、輔導、或小組長集體向教會辦公室報名參加。 

教會報告事項 
和會：10/21(主日)下午 1:30 於主堂召開 

10/20 週六晚崇拜，10/21 台、華、英崇拜中進行點名、投票及

結算預算的投票。 
 和會議程：開會禱告、事工報告、2017(9-12 月)及 2018(1-8 月)

會計結算、2019 年會計預算、選舉財務審查員、閉會禱告(如
有任何會計問題仍可在和會中聽取說明後再投票，長執投票結

果刊登於 11 月的第一個主日週報)。 
 會員名單：活動會員名單張貼在主堂招待處旁的桌上，請弟兄

姊妹核對；若有疑問或錯誤，請通知牧師室。(受洗及加入會

員後未滿三個月者，本次和會中暫無投票權)。 
 長執候選名單：2019 年接受執事候選名單如下： 

執事候選人：歐安信、黃郁仁、李威楨、吳育秋、梁齊英、吳

祚裕、吳琼雄、陳善純、羅子甯、廖娟娟、郭克倫、黃巍、以

善鈞、陳嘉玲、莊恩明、鄒明德，共 16 位。 
 缺席：敬請所有活動會員(在洛福教會受洗或已經加入會員者)

務必出席參加和會，若無法出席者，請向各區牧、輔導或教

會辦公室請假，謝謝合作。 
 財務報表及明年預算：張貼在主堂招待處旁的桌上，請弟兄姊

妹前往查看預算及財務報表，若有任何問題，請到教會辦公室

詢問。 

 會議：和會結束後，接續在主堂召開長執會及小會，請所有牧

者及新舊任長執們參加。 
 幸福小組聯合禱告會：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的長執同工將於

10/17(週三)晚上 7:30 至本教會一起為 11 月初舉辦的幸福小組

研習會禱告。邀請各位弟兄姊妹一起來為幸福小組研習會禱告，

求主更新、並挑旺每一位基督徒有傳福音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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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事工報告：10/28(主日)上午兒童詩班在華語堂獻詩。當天

下午 12:45~2:30 在教會停車場舉辦 Halleluiah Trunk or Treat，
請家長在中午 12:30 接走你們的小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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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及弟兄姊妹們踴躍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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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年讀完聖經一遍 進度表 
 
10/14 日  王上 17、 西 04、 結 47、 詩 103 

10/15 一  王上 18、 帖前 01、 結 48、 詩 104 

10/16 二  王上 19、 帖前 02、 但 01、 詩 105 

10/17 三  王上 20、 帖前 03、 但 02、 詩 106 

10/18 四  王上 21、 帖前 04、 但 03、 詩 107 

10/19 五  王上 22、 帖前 05、 但 04、 詩 108-109 

10/20 六  王下 01、 帖後 01、 但 05、 詩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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