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12 月 聯合成人主日學
台語 (10:00-11:00am 週日) / 華語 (11:30am-12:30pm 週日)
課程名稱

教師

12/02 如何應對事工中的人際關係衝突 1?

葉顏瑋茵博士

12/09 當衝突來臨時！

教室

劉哲沛律師

12/16 如何應對事工中的人際關係衝突 2?

119
交誼廳

葉顏瑋茵博士

12/23 （暫停一次）
12/30 如何應對事工中的人際關係衝突 3?

葉顏瑋茵博士

華語青崇（10:00-11:00am 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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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1:00-2:00pm 週日）
約書亞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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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研讀 - 約翰福音

詹雪貞

1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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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六 【題目】使平凡的人做偉大的事
【經文】哥林多前書 1:26-31
【講員】楊錫儒牧師


前言：

一. 教會是誰？

本週

下週

堂會
華
台
青崇 週六
華
台
青崇
講員 王炳欽 王炳欽 胡大衛 楊錫儒 王炳欽 王炳欽 胡大衛
領詩 麥子 姊妹會 ForJesus 高志翔 生命加倍 雅歌團契 A/O
值星 Josephine 林惕生 Blanton Mason Josephine 林惕生 Blanton
音控 俞杰
俞杰
吳祚裕 俞杰
俞杰
招待 福音
琴瑟 Team 1 故鄉情 福音
琴瑟 Team 2
迎新 郭克倫 杜月琴
故鄉情 郭克倫 方明正
主日餐盒服事
週三禱告會/敬拜

新生
胡大衛 / 約沙法

週六
楊錫儒
約沙法
Mason
Daniel
故鄉情
故鄉情

喜樂二組
Katherine / 孫主立

二. 今日教會普遍的門徒觀
上主日人數及奉獻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一般奉獻 $20,831.00
625
135
71
兒童
$1,000.00
成人
85
73
感恩
$3,790.00
兒童
710
208
71
宣教
$518.22
共計
建堂
$100.00 Santa Anita 療養院 59 人 / 長春大學 38 人
尊榮之家福音站 18 人 / 蒙市療養院 30 人
台中關愛福音站 23 人
聖迦福音站 13 人
總計
$26,239.22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三. 聖經啟示的門徒

四. 神揀選的原則

五. 福音的大能

代轉：正道神學院$5,050.00、台灣宣教$15.00

六. 門徒要訓練什麼？

主日崇拜
09:45-11:00
10:00-10:50
11:00-12:30
11:15-12:30
11:15-12:30
12:30-

七. 教會應該做什麼？

華語崇拜（大會堂）
兒童崇拜（2 樓）
英語崇拜（中會堂）
台語崇拜（大會堂）
華語青年崇拜（小會堂）
午餐交誼

09:20-09:45

11:30-12:30
11:00-12:00
10:00-10:50
10:00-11:00
10:00-11:00

7:30-9:30pm 禱告會 (中會堂 # 115 )
5:00-6:00pm 成人主日學 ( # 119E )

7:00-8:30pm 英文青少年團契 (2 樓)
7:00-8:30pm 華語成人晚崇拜 ( 大會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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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

09:15-09:50 (118)

週三禱告會
週六晚崇拜 6:30pm 禱告會

結論：

禱告會

6:15-7:00pm 晚餐交誼 ( # 119 )
7:00-8:50pm 兒童團契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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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為教會禱告： 求神興起洛福教會，用諸般智慧向他們的家
人、朋友、同事、鄰舍、…傳福音，帶領他們歸向耶穌使福音
因著洛福教會遍傳聖蓋博谷地區。 求神讓他的門徒看到主
給門徒的使命，對失喪的靈魂有負擔，又願意付代價領人信主。
 求神將福音朋友(BEST)帶入我們的生活中，讓我們有機會
帶領他們認識主。 為在感恩節(11/24, 25)受洗的弟兄姊妹能
加入小組，能有人帶領他們在生命上成長禱告。 為即將在
聖誕節(12/15, 16)受洗的弟兄姊妹禱告，求神堅固他們信心，
堅固跟隨耶穌傳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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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4 年委內瑞拉爆發經濟危機以來，已經
有超過兩百萬委內瑞拉人離開他們的國家。有錢人和專業人士
像醫生與電工匠也紛紛離開，這給委內瑞拉帶來嚴重的經濟、
社會與人民健康的問題，求神恢復這個國家，安慰委內瑞拉的
人民。 奧羅莫人是衣索比亞最大的族群。雖然大多數的奧
羅莫人士伊斯蘭教徒，他們中間還是有一些基督徒，但是奧羅
莫人一旦信主就可能失去他們的家人與朋友。求神安慰奧羅莫
基督督徒，求神軟化奧羅莫人的心對福音的接受。 數千從
中美洲來的流民正在美墨邊境企圖進入美國尋求庇護，求神憐
憫這些流離失所的人，讓他們的生命得著盼望。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請為小茹傳道及同工們代禱，求聖靈能力澆灌下來，使我們凡
事尊主旨意而行、做工大有果效。
【尊榮之家台福教會】
 為 Clarement 和 Rita 願意委身在尊榮之家禱告，求神使他們能
看到教會的需要和主的託付。為 12/8(週六)的同工會禱告，包
括新一年的主席、同工及計劃的最後確定，都是順服在主的引
領裡面。
【台中關愛台福教會】
 繼續為永棠兄的身體復原、李林杏長輩大蹆骨的癒合、青旻姊妹
頭痛得醫治等禱告，但願大能大力的耶和華神親自看顧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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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 背誦經文


歷代志下 23 : 11
11 於是領王子出來，給他戴上冠冕，將律法書交給他，立他作
王。耶何耶大和眾子膏他，眾人說：「願王萬歲！」

全年讀完聖經一遍 進度表


12/02 日

 代下 1

 約一 1

 彌 7、 路 16

12/03 一

 代下 2

 約一 2

 鴻 1、 路 17

12/04 二

 代下 3-4

 約一 3

 鴻 2、 路 18

12/05 三

 代下 5:1-6:11  約一 4

 鴻 3、 路 19

12/06 四

 代下 6:12-42  約一 5

 哈 1、 路 20

12/07 五

 代下 7

 約二 1

 哈 2、 路 21

12/08 六

 代下 8

 約三 1

 哈 3、 路 22

本週 讀經/靈修進度 – 活潑的生命


日期

經文

默想的問題

12/02 日

代下
24:01-14

約阿施敬畏神乃是因為他願意聽從敬畏神的祭
司，我身邊有這樣的人嗎？

12/03 一

24:15-27

約阿施離棄神，神也離棄約阿施，下場悲慘，
這對我們有什麼提醒？

12/04 二

25:01-13

亞瑪謝聽從神的指引獲得戰爭的勝利，你今天
在依靠什麼而爭戰？

12/05 三

25:14-28

亞瑪謝得勝後驕傲起來，離棄使他得勝的神，
這如何提醒我？

12/06 四

26:01-15

當烏西雅謙卑尋求神時，神賜福使他強盛，我
要如何謙卑尋求神？

12/07 五

26:16-23

烏西雅忘記誰使他強盛，越界要做祭司做的
事，結局給我什麼提醒？

12/08 六

27:01-09

約坦選擇行耶和華看為正的事情，神賜福與
他，這如何影響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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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報告事項
 聖餐及愛心奉獻：於週六及主日台、華及青年崇拜中舉行，敬
請弟兄姊妹預備心參加。
 兒童事工報告：本主日中午 12:40 在教會前面的停車場，舉
辦親子講座，特別邀請 El Monte Fire Truck 消防隊隊長來分享
- 『如何處理災難緊急狀況，及如何準備居家的防備措施』。
敬請所有家長於中午 12:30 接孩童一起參加。12/9(主日)是
Awana 點數兌換獎品日，敬請留意。12/16(主日)下午 3 點兒
童詩班將前往 Santa Anita 療養院獻詩，歡迎有興趣參加的孩
童，盡快向 Ruth 報名 (x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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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教會辦公室領取 12 月份所訂購的靈修教材。
 圖書館報告：本主日中午 12:40 在教會的中庭，開始圖書清倉
大拍賣，歡迎弟兄姊妹前往選購，所得款項將作為購買新書用
途。
 裝備部報告：請參與、並完成本教會「一年讀完聖經一次」計
畫的弟兄姊妹，將姓名報予各團契輔導，並於 12/9(主日)前報
予謝信生牧師，教會將於 12/15、16(週六、主日)崇拜中頒發
獎狀。
 姊妹會：將於 12/7(週五)上午 10 點在 109A/B 教室聚會，本週
邀請佘亞弘牧師分享「山寨版上帝；馬太福音 22:37-38」，歡
迎大家一起參加。
 宣教分享會：宣教士張典育牧師夫婦將於 12/7(週五)晚上 8 點
在小會堂(R120)分享他們的宣教心路歷程，歡迎弟兄姊妹、各
團契、小組踴躍出席參加。
 幸福小組研習會：為了加深對幸福小組的理念，我們將在的週
六晚崇拜(晚上 7 點)中，重新播放楊錫儒牧師的重要信息，時
間與題目如下：12/8 教會建造之路。歡迎所有弟兄姊妹踴躍
參加。
 贈送月曆：關懷組代表教會印製 2019 年月曆，贈送給每一家
庭一份，將於 12/8(週六)在大堂 Lobby，及 12/9(主日)中午
12:30 在教會中庭贈送(數量有限，發完為止，請勿重覆領取)。
 會議：小會將於 12/9(主日)中午 1:30 在 109(D/E)教室召開，敬
請牧長們預留時間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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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洗禮及獻兒禮：將於 12/15(週六)晚崇拜，及 12/16(主日)
台、華、青年崇拜中舉行，請預備受洗或獻兒的弟兄姊妹，向各
區牧報名，黃寶儀牧師(週六 ext.13)、謝信生牧師(華 ext.17)、孫
主立傳道(台 ext.14)、胡大衛牧師(青崇 ext.20)。
 聖誕節活動：將於 12/21(週五)晚上 8 點在教會大堂舉辦聖
誕晚會，各團契、小組聚會暫停一次，敬請弟兄姊妹踴躍邀請
慕道朋友參加。12/22(週六)晚上 7 點於大會堂舉行聖誕夜燭
光崇拜(以華、英語進行)，各團契、小組聚會暫停一次，敬邀
弟兄姊妹們踴躍邀請朋友一起來參加。12/23(聖誕主日)上午
10:30 由兒童、成人詩班及青少年管弦樂團來帶領「神蹟的邀
約」音樂聯合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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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執 Orientation：將延到 1/6/2019(主日)下午 1:30 擴大長執會
中舉行，敬請長執預留時間參加。

其他報告事項
 南加州台福教會聯合聖誕慶祝會：普天同慶的聖誕節即將到來，
總會婦女會謹訂於 12/8(週六)上午 10 點到中午 12 點在洛福教
會舉行慶祝會，節目豐富、精彩，會後敬備午餐，歡迎弟兄姊
妹們邀請親朋好友及慕道朋友預留時間參加，同頌主恩！詳情
請上網查閱 http://www.efcwomen.org。
 2019 南加州台福牧者長執同工研習會：將於 2019 年 1 月 19
日(週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假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舉行。
敬邀牧者、長執們務必預留時間參加，也邀請非當任長執的弟
兄姐妹們踴躍參加。為利於午餐的準備與所需之統計，請於
2018 年 12 月 14 日前，電郵顏惠玲長老 estherchen@les.edu 或
莊瑞陽長老 jjychuang@yahoo.com 參加人數。
邀請您一起關注西南邊區最少聽聞福音群體
我們來為農村教會禱告：小地方的信徒的行蹤是極容易被掌
握的；他們需要正確的信仰教導和鼓勵，否則風暴來臨他們
是很難堅立地。求父神興起遠處近鄰的蒙恩者，把握機會、
勇敢地、持續地進入他們中間；尤其是年輕的一代，更可以
有創意地使用恩賜成就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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