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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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OUNCEMENTS 
Good Friday Holy Communion Service, Friday, April 3: we invite 

you to join us as we come together to remember the Lord’s suffer-
ing and death with Holy Communion. We will be joining the other 
congregations in the Main Sanctuary for this special service. 

 Zoe Drive (gozoe.org): This Easter, the Saturday English Youth 
Group invites you to participate in a donation drive for ZOE, a 
Christian organization that combats slavery and human trafficking.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Ellen Kuo at el-
len.y.79epiphaino@gmail.com. 

CM Easter Program: The Children Ministry will be celebrating East-
er with a Puppet Show (10am) as well as an Easter Egg Hunt for 
children in kindergarten and younger. The hunt will take place in 
the Agape School playground.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Elder Morris or Ruth Kup 

Taiwan Missions, July 4-11: application for this year’s trip is now 
open. There will be 3 training sessions: 3/29, 5/3 and 6/7, with a 
VBS held in our church in June. For an application form and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Elder Blanton or Director Ruth. 

April is Missions Month: beginning in the second Sunday of April, 
we will have different speakers sharing on the topic of missions. 
KC Liu with Global Life Enrichment Center (4/12); Rick & Eunie 
Johnson (4/19); and TBA (4/26). 

Church Cleaning Day, Sunday, April 26: it is that time of the year 
for spring cleaning. Bring a change of clothes and cleaning sup-
plies as we work together to clean and beautify our campus. Re-
freshments will be served. 

PRAYER REQUESTS 
1. For us to truly welcome Jesus as Lord in our lives. 
2. For God to show us what love looks like in our lives. 
3. For Missions Month in April. 
4. For Taiwan Missions. Pray that God will use the team to minister in 

the churches in Taiwan. 
5. For those who are sick.  For Kelly Wong’s father as he undergoes 

treatment for cancer. 
6. For those who mourn following the crash of a “German-wings” 

plane in the Alps; for those who deal with the aftermath and trauma. 
For the people of Tulsa, Oklahoma, US, following a tornado. For 
those still facing the of deadly disease in the ebola hit countries of 
Guinea, Liberia and Sierra Leone. 

本週 讀經/靈修 進度 – 活潑的生命 
 

『We Would Like to See Jesus 』 
John 12 : 12-21   

Andy Kuo 
 

「神所給予的，不是宗教，不是教條， 

不是系統的學理，而是安息。」 

Max Lucado（美國聖安東尼橡樹丘牧師、基督教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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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日 王上 2:36-46 
我是否在哪些地方故意得罪神？在哪些地方故意對神的

話充耳不聞？ 

3/30 一 林前 1:18-25 我是否深信耶穌並他釘十字架？我是否願意向人分享這

世人看來難以相信的福音？ 

3/31 二 羅 5:6-11 我領受耶穌基督無條件的愛，我是否也這樣的愛我身邊

周圍的人不求回報？ 

4/1 三 來 9:11-22 我有耶穌基督做我中保，我可以怎樣做神寶貴的兒女？ 

4/2 四 太 26:36-46 我如何使禱告成為我繁忙生活中的主要活動？禱告對我

對主有什麼重要性？ 

4/3 五 路 23:33-46 
主耶穌面對譏笑、背逆、冷漠時的態度告訴我什麼？耶

穌在十字架上對信他的強盜所說的話告訴我什麼？ 

4/4 六 彼前 4:1-8 耶穌拯救我們不在罪的權勢之下，我要如何過一個得勝

榮耀的生活？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2015 宣教 – 消息與代禱 

【聖迦台福教會】 
1. 教會將在於復活節(4/5 主日)與 Sunset Park Christian Church 舉

行聯合禮拜，若有心想要受洗歸主名的弟兄姊妹，請向劉牧

師報名以利事工。 

【巴拿馬禱告站】 

1. 巴拿馬華人教會將於 4/2-4 舉行復活節聯合退修會，歡迎大

家踴躍參加。 

2. 洛福教會李基藏牧師將於 4/17-20 來訪巴拿馬，請大家為牧

師的旅途平安以及傳道事工代禱，並邀請身邊未信主的親友

們參加聚會及愛餐。  

【尊榮之家禱告站】   
1. 請繼續為我們與 San Dimas Wesleyan church 討論細節代禱！

我們感謝主賜給尊榮之家聚會場地是坐落在佳美之處！  

2. 我們誠懇的邀請您於每週四到尊榮之家，讓我們與您一起來

禱告尋求神在您身上的心意。 

報告：為了慶祝母親節及父親節，教會將製作有照片的杯

子，致送給每位母親、父親為記念，一家一個杯子；照相日

期： 4/12、19、及 26(共 3 個主日)，時間：主日下午 1:00-
1:30 ；地點： 1)大會堂、2)走廊地圖、3)教會中庭。額外數

量將酌收成本費，一個杯子 5 元。謝謝弟兄姊妹的合作！ 

ZOE 泰國清邁兒童之家：今年需要募捐特定物品，請到 

“myregistry.com“ 填入 “ZOE Youthgroup” 選 “Organization” 和 

“EFCLA Easter Donation Drive for ZOE”，密碼是 “jesus4kids”。

完成以後，請指定將物品寄送到您的府上，並請在 4/12 之前

帶到教會辦公室捐贈箱裡。如果捐贈支票對您比較方便，支

票抬頭請寫 ZOE。  
敬拜團訓練(爵士鼓)：教會敬拜部籌備在 4-5 月開設爵士鼓

教學班，若有弟兄姐妹想要學打爵士鼓，參與敬拜團的服

事，請洽 Michael Lu (taweilu@hotmail.com)執事。  

其他報告事項 

正道神學院 LTI 春季課程開始受理報名：《服事工具箱》聖

經原文門外看-鍾李英老師(4/11 上午) / 教會金齡事工願景-黃
定妹老師(4/13-4/17、4/20-4/24，分兩梯次小班上課) ，欲知詳

情請瀏覽 www.les.edu。 

滾動愛心：角聲家庭中心將於 4/25 週六舉行第二屆滾動愛心慈

善保齡球賽，報名及詳情請致電 626-281-9280 查詢。  
代禱事項 

為教會禱告：為弟兄姊妹邀請新朋友來參加 4/4(週六)、

4/5(週日)復活節合唱音樂會「這王是誰 ?」禱告。詩班樂

團正加緊練習「這王是誰 ?」復活節音樂會，求神加添團

員、樂手與指揮力量。為財務部許清泉長老，葉俊麟、李

煥彬執事禱告。為台華英兒童各堂會每週清點奉獻的同工

們禱告。為尊榮之家能順利租到聚會場地禱告，為同工們

能同心向外宣教導告。為聖迦教會同工增加禱告，並為慕

道友能打開心門接受主導告。 

為肢體禱告：為賴三船弟兄的姊妹林素娥得醫治禱告。

為方陳世容姊妹膝蓋開刀後復原禱告。 

為世界禱告：棕樹節、受難日與復活節將到，求主賜福所有

相關的佈道行動，並賜下救贖的恩典，使未信者心中的眼睛

被打開，主十字架的大能為他們斷開所有的綑鎖，能立定心

志一生跟隨主。 

教會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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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份所訂購的靈修教材。 

兒童事工報告： 4/5 復活節主日早上有木偶劇，下午將有兒童

洗禮，請代禱。教會暑期聖經班(6/22-6/26 每晚 6:00-8:40)需義

工，請有負擔者向 Ruth(ext.18) 報名。 

聯合主日學：四月是教會的宣教月，台、華聯合主日學： 4/5
宣教報告及分享(柯逸鴻長老)，4/12 台灣更生人宣教(莊澤豐牧

師)，4/19 耶魯大學學生宣教(Charmain)，4/26 暑期短宣分享。 

“愛上主曰學” 成人主曰學師資培訓課程：將於 4/5、12、

19、及 26(共 4 個主日)，上午 11:30-12:30 在 109D/E 教室舉

行，講員是-正道神學院蔡玉玲教授，馬永年/婉華夫婦，對象

是曾經擔任成人主曰學老師及有心裝備參與教導服事的弟兄

姊妹。此課程為正道神學院培育中心設計，學員若正式報名

並完成課程，可獲得培育中心一學分。詳情及報名請洽林信

良長老(626)45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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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 

復活節主日：為慶祝復活節聯合詩班與管弦樂團將於 4/4 週六

晚崇拜(晚上 7:00)、4/5 主日上午華語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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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會：於 4/10 週五上午 10 點邀請謝信生傳道分享『代際關

係、後現代、文化與信仰，羅馬書 12:2』，歡迎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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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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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宣：八月中吉爾吉斯短宣隊需 4-5 位參與教授英文及帶領 4
天福音營會的隊員，有負擔者請與宣教部 Blanton 長老報名。 

報告：劉宏輝幹事於 3/26~4/13 休假。 

代轉：正道神學院 $50.00，台灣宣教$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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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信生 王炳欽 王炳欽 董家驊 王炳欽 

領詩 生命樹 詩班 POP 聖潔石 詩班 For Jesus 

值星 王勁筠 張曉玲 馬永年 劉柏成 蘇晉立 羅子甯 

音控 趙佐 趙佐 
曾僅瑩 

廖科富 

趙佐 趙佐 

曾僅瑩 招待 生命樹 新生 彩虹光 愛加倍 

迎新 郭克倫 新生 郭克倫 愛加倍 

王炳欽 

詩班 

黃顯雄 

鄔吉強 

故鄉情 

故鄉情 

王碧利 

王兆元 

吳祚裕 

故鄉情 

故鄉情 

一般奉獻      $14,071.60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3.25         成人     600  224 121 

感恩   $385.00 兒童 177 147  

宣教 $590.00 共計  777 371 121 

建堂                   $200.00 Santa Anita 療養院 49 人 / 長春大學 34 人 

 慈博療養院 36 人  

 巴拿馬禱告站 13 人 / 尊榮之家 29 人  

總計 $15249.85 蒙特梭立學校 77 人  

 聖迦台福教會 17 人 / 永青療養院 42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