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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
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頌

普天之下萬國萬民，齊聲讚美父子聖靈；
三位一體同榮同尊，萬有之源萬福之本

上週出席人數 Last Sunday’s Service
中文堂 Chinese
英文堂 Grace Haven
中英文堂兒童 Children

101 人
63 人
30 人

總

194 人

計 Total

家事報告

奉獻記錄

建館貸款金額

1. 歡迎弟兄姊妹，特別是各位新朋友，和我們一起來神的家中敬拜。
每週五晚上 7:30 在教會舉行迎新團契，歡迎參加，請與榮光弟兄聯絡。
2. 今天崇拜後有浸禮，桑謙、鄭冉、金晗輝、樂超玲願加入教會。
3. 墨西哥短宣隊 1/9 平安返回，下主日(宣教主日)將有特別報告。
4. 秋季主日學 9/14 開始；仍分為五組，分別由林桂賢，周同培，施凱旋，
胡惠民，崔容容等弟兄姊妹帶領。組組精彩，請大家踴躍參加。
5. AWANA(兒童團契)將在 9/12 開學，歡迎報名參加，請與郭國威弟兄聯絡
今天下午請同工在 209 教室開會及訓練。
6. UCI 新生接待事工，將於 9/19 及 9/21 赴 LAX 接機，能參與接機者請向施
凱旋弟兄報名，願參與接待者(Host Family)請向李世宗弟兄報名，報名截
止日期 9/7，暫定於 9/26 教會舉行迎新晚會 6:30PM 晚餐招待，歡迎參加。

代禱與各項活動預告
1. 本教會今年具體目標，建立禱告會，上週有 12 人參加禱告，目標 20%(20 人)
2. 為軟弱的肢體，池牧師(坐骨神經痛)，為福音朋友代禱。
3. 劉民和牧師與同工一行 10 人將於 10/22（週三）訪問本教會，在禱告會中
分享晨曦會事工。
（晚餐招待）。
4. 基督使者協會將在聖地牙哥舉行第二屆西岸差傳大會，日期訂在
12/31/14-1/3/15， 盼望本教會有多人參加。(詳情參閱海報)
各項聚會及活動
日期
時間
9:30AM
兒童崇拜
週日
9:30AM
成人主日學
週日
7:30PM
禱告會
週三
7:45PM
詩班練詩
週四
10:00AM
週五查經班
週五(日)
7:15PM
AWANA(兒童團契) 週五
7:30PM
迎新團契查經
週五(晚)
7:30PM
南區查經班
週五(晚)
8:00PM
北區查經班
週五(晚)
5:30PM
以勒團契
週六
本週事奉同工
講
員 周同培牧師
主
席 李世宗弟兄
司
琴 蔣宜蕙
敬拜讚美 王桂華
投影製作 薛淳文
錄音投影 倪志明、程光耀
兒童崇拜 何 捷、林慧蓮、王承惠、李德倫
幼兒照顧 顧素英
招待奉獻 韓立人、華學成、張家聲、牟香伶
停 車 場 張祖同、何惠堯
午
餐 張世如、張龍滿、向 薇、向 怡

地點/內容
聯絡人
教育館
馮傳道
教育館(上週出席人數:32 人) 崔容容
副堂
周牧師
詩班室
池牧師
副堂(腓利門書)
葉懋德
教育館(9/12 開學)
郭國威
教育館(約翰福音)
榮 光
施凱旋家
張龍滿
李世宗家(使徒行傳)
李世宗
詳情請看教會網站
陳淑珍
下週事奉同工
黃衍佐弟兄、管 彬弟兄
黃衍佐弟兄
柯湘兒
周牧師
何惠堯
倪志明、李佳玲
徐明杰、李淑媛、徐思虹、黃 懷
顧素英
韓立人、華學成、張家聲、牟香伶
李紹曾、何惠堯
張 勉、管 彬、魏文如、楊夢梅

讀經計劃：四個月讀完新約和詩篇各一遍
第二週（9/8-14）馬太 15-28 章；詩篇 15-21 篇
主日信息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讀經：弗 4: 11-13；西 1: 3-14；彼前 2: 1-9；提後 2: 2；太 28: 19-20
前言：一個朋友的見證—感歎信主太晚！（還不太晚）
教會異象：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牧養與教導—推動主日學
一、牧養與教導：兩者有分別嗎？
1. 牧養（牧師—恩賜）
：主日講道是不是牧養？
2. 教導（教師—恩賜）
：主日講道是不是教導？
3. 現有教會形式（主日聚會）的困難：牧養與教導兼顧
4. 現有團契成長的瓶頸：缺少教導（及牧養）者
5. 教導之必須：全人教育；基礎教育；進深教育
二、教會中的教導職分：
1. 教導是主耶穌的主要職事
2. 教導是大使命及門徒訓練的核心
3. 教導是行傳中使徒們宣教的主要職分
4. 教會中門徒訓練及主日學是最基本的人才培育
5. 教會的永續在於貫徹訓練—直到下一代領袖出現
6. 每一個組織、機構、公司、企業都看重培育領袖
三、教導（教育）的目的：
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1. 使、知、傳、牧、教的共同使命：成全聖徒
2. 成全聖徒的目的是發現、發揮恩賜（恩典與恩賜）而事奉
3. 全面的‘各盡其職’是建立教會（基督身體）的最佳途徑
4. 團隊的栽培與建立：接納、欣賞與捨己、同心禱告
（1） 恩賜的類別與互補：發揮個別的功用
（2） 分工而又合作：團隊的彼此遮蓋與保護
四、事奉能力的增長與擴大—新人輩出（提後 2: 2）
1. 一對一的帶領：落實牧養、人人有責（在職訓練）
2. 由福音開始，由關懷開始；全人（生命）的帶領
3. 因材施教、量身定做（根據性向、興趣、發展恩賜）
4. 基督的身體、教會的生命力不斷更新
5. 貫徹四代傳承的理念：教會永續並擴展的秘訣
6.在事奉中成長：生命的成長與捨己（負架）的事奉相輔相成
五、展望（代結論）
：
1. 異象與眼光：放眼十年、廿年之後
2. 還不太晚！但是必須開始了！
3.今天的承諾（立定心志、恒久靠主）
，決定廿年之後神的工作
4.立刻行動：推動主日學—鼓勵全面參與（獻你年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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