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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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pm 禱告會   5:00-6:00pm 成人主日學 ( # 119E ) 

 7:00-8:30pm 英文青少年崇拜 (118)   6:15-7:00pm 晚餐交誼 ( # 119  )   

 7:00-8:30pm 華語成人晚崇拜(大會堂)   6:50-8:50pm 兒童 AWANA (小會堂)  

 

本週 讀經/靈修 進度 – 活潑的生命 
 

青崇 【題目】活在恩典中  
 【經文】創世記 28:10-22  
 【講員】楊志博長老 

 
「神蹟確實出現了，且豐豐富富，只是沒什麼人注意到， 

因為那些神蹟絕大多數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Eugene Peterson 
 

 

簡易的靈修方式（每天 10 分鐘，操練靈修） 

1. 禱告：求聖靈引導 

2. 讀經：領受神的話 

3. 默想：思想神的話（默想一節經文、一個故事、或一個主題） 

4. 回應：以順服的心領受神的話，向神訴說你的祈求 

日期 進度 默想的問題 

3/01 日 約 15:1-8 我們要如何才能多結果子？修剪乾淨喻表什麼？ 

3/02 一 約 15:9-17 
你覺得在個人、小組、教會中有哪些方面，我們可

以具體操練「彼此切實相愛」？ 

3/03 二 約 15:18-27 
“我們不屬這個世界”這件事，有沒有給你帶來一

些挑戰和困擾？ 

3/04 三 約 16:1-15 (v7) 爲什麽“聖靈保惠師來”對我們大有益處呢？ 

3/05 四 約 16:16-24 
(v22) 我的心中真正擁有這份無人能夠搶奪的喜樂

嗎？ 

3/06 五 約 16:25-33 
(v32) 我是否經常迎接上帝與我同在？讓上帝來掌

管我的生命？ 

3/07 六 約 17:1-8 
(v3) 我對父上帝與主耶穌的認識，依然停留在理性

的層次嗎？還是擁有更進一步親密的生命的關係？ 



上 主 日 人 數 及 奉 獻 

2014 宣教 – 消息與代禱 

【聖迦台福教會】 

1. 請繼續為春美牧師向未得福音之人傳福音，請牧長同工們禱

告中記念。 

【巴拿馬禱告站】 

1. Ricardo 弟兄與 Sherry 姊妹將於下週六(2 月 28 日) 晚上於家

中舉辦愛心聚餐，歡迎教友及慕道友們踴躍攜眷參加。 

2. Nancy 姊妹的二公子 Gerry 下週二將赴土耳其開醫學生研討

會以及遊覽，祝福他旅途平安，順利返回巴拿馬。 

【尊榮之家禱告站】   

1. 請繼續為 尊榮之家 主曰聚會場地禱告! 我們已經向 San Dimas 

的衛理教會呈信表明要租用他們場地的意願, 他們 將於 3/16 召

開會議. 求聖靈在會友及牧者身上作感動的工作!  

2. 為儷容姊的媽媽林曾桂英的心臟能恢復正常禱告，求神帶領

她有平安過正常的生活。 

其他報告事項 

 總會婦女裝備會： 3/2(週一)上午 10:00-12:00 在正道神學

院培育中心(LTI)教室，邀請林淑美牧師分享，主題：

「塑造主生命」，會後備有便餐，歡迎參加。 

 正道福音神學院獻身裝備體驗營：將於 3/7(週六)上午 10 點

到下午 2 點在學院內舉辦，當天將介紹學院現況與未來展

望；入學手續、獎助學金、宿舍申請說明；及參觀學院、圖

書館等。詳請及報名請洽正道神學院 626-571-5110x135， 

www.les.edu. 

 2015省墓思親禮拜：台福基金會將於 3/28(週六)上午 11-12

點在玫瑰崗的 Skyrose Chapel (3888 Workman Mill Rd. Whitti-

er, CA 90601)舉行追念故人禮拜。禮拜中將設置 Slide Show

來追念故人，敬請弟兄姊妹將已故親友的照片 2-4 張並標示

– 姓名，出生及過往的年份，及 4-6 字思念短語，於 3/8

前，郵寄給基金會 (9832 Telstar Ave. El Monte, CA 91731)，

或 email 給 efcfoundation@gmail.com，編輯後照片將歸還，

詳情請洽 Mina 姊妹 626-782-5470。 

代禱事項 

 為教會禱告：為兒童部田國鈞長老、劉妤萍主任、執事

Sung Tse、鄒明德、陳仁豪；主日學的校長、老師、同工；

Nursery 同工、AWANA 同工們禱告。求神使用這些同工們，帶

領兒童們認識神；將神的話語深藏心裡。 為預備在復活節受

洗的成人與兒童，能認識真理，堅定跟隨主導告。 為四月份

「宣教月」的預備禱告：主日崇拜講員、聯合主日學講員、見

證講員、宣教手冊製作 。為台華聯合詩班的復活節合唱「這

王是誰」，的練習禱告，求神使用復活節特別崇拜，讓更多人

認識這位為我們受難、復活的救主耶穌基督。 

 為肢體禱告：宜薇姐妹治療情況不錯請繼續代禱 。求神

加添宇田弟兄力量，並減輕他的疼痛 。求神讓 Lani 對治療

的反應良好，完全醫治她 。 

 為世界禱告：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迷信有皮膚白化

症的人的血液與四肢有神奇的治療效果，患皮膚白化症的人常

遭受攻擊或虐待。  特別是在坦尚尼亞 ，雖然政府為這些人建

了安養中心，但對患皮膚白化症的小孩的攻擊事件仍在增多當

中；禱告這種攻擊情形可以止息。 

青年堂重點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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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大堂招待處領取 3 月份所訂購的靈修教材。 

 全教會聯合禱告會：將於 3/6 週五晚上 8 點在交誼廳舉行，敬

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踴躍參加。 

 日光節約時間：日光節約時間將於 3/8 主日開始實施：舊時間

1 點等於新時間 2 點，請兄姊注意。 

 獻兒禮：華語青崇於 4/12(主日)舉行獻兒禮，有意願的家長，

請向董家驊牧師(x20)報名。  

 

教會報告事項 

 聖餐及愛心奉獻：將於本週六及台、華、青年崇拜中舉行聖

餐及愛心奉獻，敬請弟兄姊妹預備心參加。 

 愛心便當：有位弟兄奉獻了愛心便當，若弟兄姊妹有需要或

有任何難處的，請到教會辦公室領取愛心便當餐券。 

 兒童事工報告： 4/5 復活節主日將有受洗典禮，願意受洗的兒

童請向兒童主任 Ruth 報名，並參加本主日、3/8、15、及 22

的受洗課程。 

 會議： 3/15 主日下午 1:30 在中會堂(R115)召開長執會，會後

並召開小會，請牧者、長老及執事準時出席參加。 

 耶穌受難紀念日： 4/3(週五)晚上 8:00 於主堂舉行受難日台華

英聯合聖餐，當晚所有聚會暫停，參加聯合聖餐。 

 復活節洗禮及獻兒禮： 4/4 週六晚崇拜及 4/5 主日台、華語崇

拜將舉行洗禮及獻兒禮，請預備接受洗禮及獻兒禮的兄姊向

各牧區牧師，黃寶儀牧師(週六 ext.13)、李基藏牧師(台 ext.14)

或姜明磊牧師(華 ext.21)、董家驊牧師(青崇 ext.20)報名。 

 復活節主日：為慶祝復活節台語詩班將於 4/5 主日上午在華語

堂(上午 9:45)、台語堂(上午 11:15)獻唱詩歌「這王是誰」，歡

迎弟兄姊妹邀請慕道朋友前來聆聽。 

 全教會大掃除：將於 4/26(主日)下午 1:30 開始大掃除，請弟兄

姊妹預留時間一起來潔淨神的殿我們的家。 

代轉：台灣宣教 $462.00、正道神學院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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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志博 王炳欽 王炳欽 蔡玉玲 王炳欽 王炳欽 

領詩 張靜 伍偉昌 For Jesus 聖潔石 何恭孝 A/O 孫主立 林梅芳 

值星 王勁筠 張曉玲 胡大衛 王勁筠 張曉玲 胡大衛 王兆元 張富雄 

音控 趙佐 趙佐 
曾僅瑩 

馬永年 

趙佐 趙佐 
曾僅瑩 

馬永年 

鄔吉強 鄔吉強 

招待 生命樹 新生 生命樹 新生 故鄉情 故鄉情 

迎新 郭克倫 新生 郭克倫 新生 故鄉情 故鄉情 

一般奉獻      $17,702.41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0.00                成人     630   178 94 

感恩   $250.00 兒童 163 134  

宣教 $1,120.00 共計  793 312 94 

愛心                   $300.00 Santa Anita 療養院 49 人 / 長春大學 39 人 

 慈博療養院 29 人  

 巴拿馬禱告站 7 人 / 尊榮之家 22 人  

 聖迦台福教會 11 人 / 永青療養院 39 人 

總計 $19,372.41 蒙特梭立學校 75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