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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目標】
做上帝光明的兒女

2012年12月2日

青年－我們看到青年人成長和穩定，越過困難的
青春期。我們也發現他們之間建立友情。我們為他
們與父母的關係親近而感恩。
家庭事工－我們開辦的親子教育班在家中產生良
好果效。我們表達了對長者的關懷，並對如何照顧
年長父母提供指引。
總結－儘管有年輕成人搬家和家人生病使同工人
手短缺，我們仍然為英文部向神感謝。

【年度主題經文】
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腓立比書 2:15，16)
【十二月份經文】
一切都是出於神；

余瑞祺師母：

祂藉著基督使我們與祂和好，

我感恩弟兄姐妹在我年初生病時對我的關懷。各
位給我的卡片，鮮花，探候和數不盡的禱告使我深
受感動。我有幸在星期天照顧小孩子而感動快樂。
看著他們成長是一件樂事。他們真情的擁抱更是使
我愉快。能與成年弟兄姐妹在主日學一同研讀神的
話語是樂事。我們同走屬靈旅程時多有發現和歡
笑。同時，我也為主內同工 －在廚房，計劃國際
夫妻團契的聚會，或在清潔日－感謝神。這個團契
是甜蜜的，擔子是輕省的。讚美神，因祂是美善
的。所有祝福都是祂的恩典。

又將勸人與祂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哥林多後書 5:18)

2012 同工感恩話
詩 22:22 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
在會中我要讚美你。
許牧師感恩語：
竭誠感謝上帝洪恩，肢體相愛教會堅固，同心
合意傳揚福音，榮神益人直到主來。

袁家銳傳道：
感謝神祝福教會的訓練事工。團契小組長訓練進
行了兩年，共七次。今年舉行三次的參加總人數近
九十人。同工也將所學到的在團契中實施。僕人領
袖小組完成了十二次的課程，從同工出席率只有
50%（平均六人）來看，可知同工生活和事奉的擔
子不輕。求主施恩並繼續使用訓練來造就同工。

許嚴凱蒂師母：
感謝主，祂加給我力量在「師母」的職份上繼
續學習這三樣事：寬容、忍耐，有愛心；開心、
忠心，靠信心；天家、主面，是盼望。

余瑞祺牧師：
帖前 5:18 告訴我們要凡事謝恩。今年，我們看
見神在多方面的祝福：
崇拜－我們增加了兩個固定參加崇拜的家庭。
按馬可福音講道是奇妙無比的屬靈經歷。
成年人－成年人會眾都在不同的崗位上事奉
神。大部份人參加主日學。我們看到他們開心地
與青年人一起清潔教會。國際夫妻團契的人數穩
定，彼此認識更深。

陳道德傳道：
為服事感恩！為同工感恩！無論是國青還是主日
學，為在教會所經歷的每一時每一刻感謝上帝！

袁沈逸蘭：
每當我安靜在主面前，我最常感恩的事之一，就
是感謝主當年把我們從香港帶到美國，然後很直接
的就把我們放在谷區國語浸信會，轉眼二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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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主，才能成事。也感激主內弟兄姊妹，在教會
堂管事工，給我的愛心、包容與鼓勵。相信一個
人的生命過程，就是在不斷的學習中成長。在這
感恩的季節裡，我衷心說聲「謝謝」。一切榮耀
歸於神！

這是在我們的生命裡，主給我們的一個極大極大
的祝福。
在事奉過程中，我們也享受弟兄姊妹給我們的
愛、鼓勵、提醒與接納，我們也喜歡細細的欣賞
主在各弟兄姊妹身上的恩賜與特質，並為之讚
嘆、為之羨慕、為之感恩。
我們愛這裡的主日敬拜；愛這裡的主日學；愛
這裡的團契；我們愛這裡的弟兄姊妹；我們愛這
溫馨、以神的話語為根基、為教導的屬靈家。這
一切的一切，都叫我們快樂的在此成長、儆醒、
更加愛主。

文宣：張嵐
感謝神，賜給文宣的同工們服事的恩典與祝
福。網路事工、《溪邊的樹》月報、圖文設計、
圖書管理....，神藉服事來塑造我們的生命，操
練我們的敬虔。感謝神，讓我們在基督裡建立情
誼，我們同樣呼吸清新，同樣脈搏湧動，同樣紮
根成長在這塊沃土上，生命的溪流從此不再澆灌
憂愁，只流淌喜樂。在這感恩的季節裡，願艱
辛、苦楚一路遠去，好叫福樂、恩典紛至遝來，
如彩虹般在生命中盡顯美麗！

執事： 呂明明， 陳先瑞
感謝神！藉著服事使我更多體認到人的疾苦；
也更深感受到自己的缺欠！惟有將伸出來的手向
神舉起，便聞主慈聲安慰；又見主奇妙作為。求
神堅立服事心志！求神開廣我心，往祂命令的道
上直奔！感謝神！弟兄姊妹蒙恩，僕人使女受
教。

總務：柯志儒
歌羅西書 3:23「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裏做，
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
一個年度又將結束,謝謝主讓我有機會和弟兄姐
妹一起同工來服事主！謝謝主藉著服事讓我看到
自己的不足和軟弱！更感謝主讓我在需要時弟兄
姐妹的提醒、鼓勵和體諒！也因為弟兄姐妹殷勤
的服事，讓我更瞭解我們的服事是從心而出，全
部為主而做！將榮耀頌讚全歸給祂！願主賜福眾
弟兄姐妹！阿門。感謝所有同工教導我如何在清
潔事工上服事神！

執事：吳光靈，卓妙敏
在執行主耶穌升天前頒佈傳福音的大使命上，
我親身深刻體會到聖靈將「能」運行在「肯」的
人身上。只要我們「肯」，神就「能」。
感謝神，在服事神的經歷中深感到只有在服事
中看到自己的有限不足。也是學習在操練中，需
要靠主，生命才會有改變。也藉著與弟兄姐妹一
起學習而得到鼓勵。

聖樂事工：朱夢梅

執事：張爾熾，何蔚吾

感謝神的恩典，讓我能在聖樂服事上有份，因
為服事祂，就讓我與祂的關係更加密切。感謝神
豐富的預備，司琴雖不足但從未缺乏。感謝神，
讓詩班班員相互搭配，同心合意的服事神。

詩 34:9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當敬畏祂，因
敬畏祂的一無所缺。
詩 65:11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
都滴下脂油。

教導訓練事工：郭美秀

理事會主席： 方約翰

感謝主！預備一群用心、專心、又忠心的主日
學老師。一群勤奮追求真理，裝備自己的弟兄姊
妹，和一群飢渴慕義的慕道朋友。我們可以一起
與主同工，一起分享主所賜予學習的恩典、成長
的恩典和事奉的恩典。感謝主！因你耶和華藉著
你的作為叫我高興。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歡呼。感
謝讚美主！

感謝神，這是一個在神的愛中彼此配搭的團
隊。

教堂管理：王潔修
回顧將過去的一年，主的恩典真是述說不盡！
尤其對一個缺乏實際修建經驗的菜鳥而言，一路
摸索，確是感觸良多。感謝主，藉著這個機會鍛
練我，明白自己的弱點。在凡事上，惟有仰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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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事工：潘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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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救主，在這感恩的季節，我滿懷感激之情，
頌饡你的名。回首逝去的一年，感謝主在所有事
工的帶領，和使用我這渺小的人。主啊！在順境
中我感謝你，在逆境中我讚美你。在未來的日子
裡，我祈求你繼續帶領我，求你賜給我有順服的
心和智慧的靈，賜我為你做工的力量，賜我榮耀
你名的身量。更祈求你賜給我有敬畏你的心，常
在我裡面提醒我，使我一生都跟隨你走義路。願
榮耀讚美歸給神，直到永遠！
東區團契 2012 －參加團契小組長訓練的人數：
28 ；團契出席率： 90%左右；新朋友： 10 人；新
生兒： 3 人

感謝神，讓我們在團契中相知相識，一起學習
神的話語，學習彼此相愛。我們在一起分享神的
恩典，一起禱告，一同經歷神的信實與大能！
感謝神，賜下話語做為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
光。一年一度的背經事工，激勵弟兄姐妹更加渴
慕神的話語，把神的話語珍藏在心裡。
感謝神，團契中的弟兄姐妹願意不斷的學習，
接受裝備，為神使用。有近五十位弟兄姐妹參加
了今年度的團契小組長培訓。同工們也將在小組
長培訓中學到的知識和技巧應用到團契查經當
中，使真理的學習與我們日常生活更好的接合起
來，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參與到查經的討論與分享
當中。
感謝主，播愛團契每月一次的團契聚會，吸引
了眾多的慕道友特別是 CSUN 的學生及訪問學者
來到我們當中，既豐富了他們在美求學的生活，
也讓他們在聚會中聽到福音的資訊，並感受到從
主而來的愛。不少人因而進入到各區團契當中，
參加正常的團契聚會。並在團契中認識主，決志
受浸歸於主名。
感謝主，今年各團契有許多機會接觸到多位福
音朋友。僅北區團契在今年上半年就接觸到十多
位慕道友，其中有四位決志，兩位受浸。有幾位
回國後繼續尋求認識神。目前，又有多位慕道友
進入到團契中。願神繼續帶領，使用每一位弟兄
姐妹為主做美好的見證，領人歸主。
感謝主帶領北區團契門訓小組事工。在門訓小
組中，組員們對神的話語有敞開的回應和討論分
享。組員之間的認識，瞭解和信任度不斷加深。
一個互相關顧，彼此守望的愛的網絡正在逐漸形
成。願神繼續帶領我們每一個團契，和眾弟兄姐
妹一同來復興教會，復興團契。一同經歷生命的
更新變化。

北區團契 ： （牛衍濤）
感謝神，讓我們有這樣一個屬靈的家。在過去
的年日當中，我們北區團契的弟兄姊妹共同經歷
神的大能與大愛。
感謝神，我們通過門徒訓練讓我們與神有更親
近的關系，也借此來加增弟兄姊妹之間的相互瞭
解。我們看到弟兄姊妹起來服侍的熱情不斷提
高。
感謝神，賜我們屬靈的長輩在我們當中，幫助
我們瞭解聖經，明白神的話語，更幫助我們、鼓
勵我們起來服侍主，共同奔走天路。
感謝神，讓我們在傳福音當中，共同見證慕道
的朋友轉向神，成為神家中的人，一起經歷屬天
的喜樂！
感謝神，借著新生兒的誕生，也借著我們生活
中遇到的患難、痛苦以及傷病，讓我們弟兄姊妹
共同經歷和學習相互代禱、相互幫助和支援；也
讓神在我們經歷的一切事上，得著當得的榮耀！
願一切頌讚都歸于神！願神所賜的平安臨到我們
每個人！甚願我們在未來的日子裡，能蒙神保守
和看顧，讓我們的雙腳踏在磐石之上，穩行在高
處！

西區團契感恩詩：(尤天聲)

國青團契： (袁家銳，沈逸蘭）

主恩浩大數不盡，團契多年主引領；雖有風暴
已過去，契友彼此更相愛；查經禱告讀神話，彼
此分享讚美主；願主福音能廣傳，凡事謝恩榮主
名。

遊子飽餐家常飯，落魄鄉愁稍紓緩，活動資訊
傳真道，願主拯救青年魂。
感謝神的恩典，國語青年團契自 2002 年成立至
今十周年。十年間，來過教會的學生不計其數。
從 2009 年到今，有記錄的人數是 348 人。感謝讚
美 主，十年間國青同學信而受浸的有 55 人。慕

東區團契感恩禱文：(姜馨娜，石磊）
親愛的耶穌基督，永遠愛我們的神，給我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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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班老師們功不可沒。信而受浸後的栽培仍需努
力。謝謝教會弟兄姐妹對國青的關心和支援。尤
其是多位姐妹在供應飯食(燒菜或金錢)上的幫
助。

2012年12月2日

祂的教會，自 2008 年八月至今，已進入第五年。
感謝我的義工團隊，(陳曾祺、施敏功、高橋蕙、
毛文彬、于秀杰、賀方任、賀張修英)，平常忠心
的看守、扶持及代禱。
我用詩篇 134 篇來鼓勵與我一起服事的同工
們。這篇詩篇是神給我們的應許!
〔上行之詩〕耶和華的僕人、夜間站在耶和華殿
中的、你們當稱頌耶和華。你們當向聖所舉手、
稱頌耶和華。願造天地的耶和華、從錫安賜福給
你們。
阿們！我們是一群有福的人，願榮耀歸於至高
神！有誰嚮往這樣的福呢？歡迎加入義工團隊！

家庭事工：楊耀庭
雖然今年所做的事工不多，工作範圍也不夠廣
泛，但感謝神讓我有機會思考尋求，看見教會內
不同年齡層弟兄姐妹的需要，也體認到家庭事工
在教會的重要性。神興起這工，相信祂必成就。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羅馬書 8:28)

佈道宣教事工：李麗莉

乒乓球事工：（袁家銳）

感謝上帝為我們預備那曾經走過的路！在宣道
組服事的四年裡，有數不盡上帝恩典的帶領，祂
差派工人一起完成祂要我們做的事。許多參與的
同工，真希望能一一提名感謝。但更重要的是，
我們的名是否被記於生命冊上！願所擺上的蒙上
帝悅納！願上帝建立祂手中的工，我們手中的工
求主堅立。
謝謝同工們，我實在要感謝上帝，讓我有此機
會可以與您們一同在主基督裡，同心事奉我們的
神，願一切美好榮耀都歸於愛我們的父神，感謝
讚美主。

感謝讚美主，乒乓球事工的異像是以球會友，
先接觸，後傳福音。自 2002 年開始至今十年，得
王永順弟兄堅守崗位，殷勤耕耘，去年終結出果
子，劉賢德張建英夫婦來打球，因而信主受浸。
同工們滿心感恩，勵志要繼續向未信朋友傳福
音。

財務事工：陳先玉
神恩豐富，數算不盡；神家需要，樣樣供應；
管家委身，盡忠職守；見證主恩，同心頌讚。

英語部事工：黎雙進
今年英文部有起有落。 讚美神的信實使我們能
繼續常常靠主喜樂。

行政幹事： 方怒鶯
首先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在谷區國語浸信會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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