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FCLA/HarvestLA Co-Worker Training 2015 
洛福同工訓練會 2015 

Being Lord’s Disciples 作主門徒 

05/16/2015 (Saturday週六) 09:30AM – 3:00PM 
Biola University, 13800 Biola Ave, La Mirada, CA 90639 

 
     Program: 

Time 時間 Topic 節目 Note 備註 
09:00-09:30 Check-in   報到  David Doong 

09:30-10:00 Worship and Announcement  
敬拜、報告 

Joel Lee 
Benson Wang 

10:00-10:50 
 
 
 
 
 

10:50-11:20 
11:20-11:50 

Message I : From Reaching Out 
to Making Disciples    
信息 I：從傳福音轉化到造就門徒

Message II: From Informing to 
Equipping 
信息 II：從學習轉化到裝備 
Group Discussion  分組分享   
Response 回應   

Benson Wang 
 
 
David Tsai 
 
 
 

11:50-1:00 Lunch 午餐  

1:00-1:10 Worship and Announcement  
敬拜、報告 

Joel Lee 
David Doong 

1:10-2:00 
 
 
 
 
 
 
 
 

2:00-2:30 
2:30-3:00 

Message III: From Program to 
Purpose; From Activity to 
Relationship 
信息 III : 從節目轉化到造就；從

活動轉化到關係 
Message IV: From Accumulating 
to Deploying  
信息 IV : 從數量增長轉化到質量

增長 
Group Discussion  分組分享   
Invited Response 特別回應   

David Doong 
 
 
 
Benson Wang 
 
 
 
 

 

 
 
 
 
 
 
 
 
 
 
 
 
 
 
 
 
 
 
 
 
 
 
 
 
 
 
 
 
 
 
 
 
 
 
 
 
 
 
 
 
 

       2015 年 4 月 19 日 Vol.46 No. 16 



 
 
 

 
 

 

 

 

 

 

 

 

 

 

 

 

 

 
 

 
 

 

  本  週 下 週 

堂會 華 台 青崇 週六 華 台 青崇 週六 

講員 Rick/Eunie 許震毅 柯立天 Rick/Eunie 孫大程 孫大程 黃成培 孫大程 
領詩 彩虹 黃慧琥 A/O 孫主立 第 8 牧區 孫主立 A/O 王碧利 

值星 劉柏成 蘇晉立 柯逸鴻 黃顯雄 劉柏成 蘇晉立 胡大衛 黃顯雄 

音控 趙佐 趙佐

胡大衛

鄔吉強 趙佐 趙佐

廖科富

吳祚裕 

招待 彩虹光 愛加倍 故鄉情 彩虹光 愛加倍 故鄉情 

迎新 郭克倫 愛加倍 故鄉情 郭克倫 愛加倍 故鄉情 

一般奉獻 $18,113.56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0.70 成人       681      119       115 
感恩 $295.00 兒童     187    158  
宣教               $900.00 共計     868    277     115 
建堂               $200.00 Santa Anita 療養院 51 人/慈博療養院 29 人 
 巴拿馬禱告站 9 人 / 蒙市療養院 17 人 
 尊榮之家禱告站 15 人  
 聖迦台福教會 24 人 / 永青療養院 46 人 
總計 $19,509.26 蒙特梭立學校 7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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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代轉：台福傳播中心 $30, 台灣宣教 $50, 正道神學院 $30,普世豐盛 $7,294 

台語堂 【題目】傳福音的腓利 

【經文】使徒行傳 6:1~7, 8:4~8, 26~40 
【講員】許震毅牧師 





一、上帝不用的人與愛用的人？ 

 

二、帶職事奉的門徒代表人物？ 

 

三、平凡腓利譜出四階段人生？ 

 

四、腓利事奉的輝煌成果與突破 

 

五、你的下半場 》你的上半場？ 

 



 
 
 
 
 
 
 
   

日期  默想的問題 

4/19 日 王上 8:41-53 
所羅門王建殿後，求神讓外邦人也可以向

殿禱告，為什麼？ 

4/20 一 王上 8:54-66 
我們如何知道耶和華是賜平安的神，你能

分享經歷嗎？ 

4/21 二 王上 9:1-9 神的應許及成就的關鍵，在於什麼關係？ 

4/22 三 王上 9:10-28 所羅門王為了建殿，花了 20 年時間，你

覺得如何？ 

4/23 四 王上 10:1-13 神賜智慧給所羅門王，目地是什麼？ 

4/24 五 王上 10:14-29 如果神賜豐富財力地位給你，你還能像起

初一樣愛神嗎？ 

4/25 六 王上 11:1-13 所羅門王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對你有什

麼教訓？ 

代禱事項 

 為教會禱告：求主復興我們教會，積極在本地傳福音，熱心在普

世宣教工作，參與 2020 宣教植堂運動。為主使用本週六、日的

講員，觸動人心，委身宣教導告：Rick & Eunice、 許震毅牧師、柯

立天牧師。為尊榮之家能順利找到主日聚會場地禱告；為同工們

能同心建立教會、傳揚福音禱告。 

 為肢體禱告：林素娥姊妹安息主懷，求神安慰家人。為黃宇田

弟兄得醫治禱告。為寶儀牧師女兒 Lani 得醫治禱告。 

 為世界禱告：禱告網路社群網站不繼續被恐怖組織利用，作為散播

極端殘暴理念，或是逼迫基督徒及動員號召各國極端分子加入恐怖

組織的管道 。 

2015 宣教 – 消息與代禱
【聖迦台福教會】 

1. 4/19 主日將由洛福母會安排謝信生傳道蒞臨本會證道，求神賜福

他在洛福的服事以及開長遠的車程平安代禱。 

2. 感謝主！最近遇見的盧玟玟姊妹，全家是基督徒，因許久未上教

會，求神帶領施恩憐憫，讓她們全家回到神的家，請代禱。 

【巴拿馬禱告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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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祈求主為我們揀選並帶領牧者前來巴拿馬，為福音事工的開展以

及門徒的信心做見證。  
 

【尊榮之家禱告站】   
1. 謝謝 Becky Chen 繼續在為尊榮之家的聚會場所奔走接洽；今，已

經在 Glendora 接洽到另一所教會；此聚會處所，若是合神的心

意，很有可能該教會能有好的消息回覆給我們；讓我們一起來為

此事迫切地禱告，我們繼續來尋求主的旨意。 

本週 讀經/靈修 進度 – 活潑的生命 
 

「我們會有足夠的時間，足以完成每一樣神要我們做的事， 

不需要匆促慌亂地過活，也不需要被時鐘掌控。」 

Paul Stevens (Regent 神學院，職場神學和領導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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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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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

4/26，時間：主日下午 1:00-1:30；地點：1)大會堂、2)磁磚記念

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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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報告：教會提供便宜方便的午餐，希望給弟兄姊妹有交誼的時

間，請每人各買一份，好讓晚到的弟兄姊妹也有便當可享用，謝謝

合作。 

 母親節獻詩；願意在母親節獻詩的母親們，請於本主日中午 1:10 在

詩班室(R109A/B)練習。 
 兒童事工報告：本主日中午 12:45~2:00 在二樓教室舉辦『如何支

持與瞭解特殊兒童的需要』特別講座，歡迎所有弟兄姊妹參加。

5/10 母親節主日早上 9:00~10:15，在交誼廳有歡慶母親節特別早

餐，由五年級的孩童主辦，每張餐劵 2 元，歡迎所有弟兄姊妹參

加，請於 5/3 前到中庭購買餐劵，詳情請洽兒童主任 Ruth (x18)。   
 姊妹會：於 4/24 週五上午 10 點邀請陳惠美傳道分享「『休息』的

信心，詩篇四十六篇」，歡迎踴躍參加。 
 2015 台福教會盃團體桌球賽：將於 4/25(週六) 在洛杉磯台灣會館舉

辦，歡迎弟兄姊妹們前往參觀加油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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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節聯合崇拜：將於 5/10 主日上午 10:30 開始，台、華、英、週

六晚崇及青崇聯合歡慶母親節，崇拜中有母親獻詩及兒童詩班獻

詩，邀請您及您的家人、慕道朋友們一起來參加。(當天的台/華禱

告會照舊，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週六晚崇拜暫停一次)。崇拜後

請弟兄姊妹到大堂招待處領取教會製作有照片的杯子，致送給每位

母親為記念！ 
 福音外展：彩虹之光、新天地、榮光、及慕主等團契的弟兄姐妹，

及邀請的慕道朋友於 4/25(週六)前往 Lake Balboa 及 Getty Villa 兩處

踏青郊遊，參加人數共 168 人 (包括 42 位慕道友)。此次郊遊目的是

為了增進團契間互相交流和向慕道友傳遞神的愛，請大家為這次活

動出入平安代禱。 

 蒙主恩召：迦勒團契張葭妙老姊妹於 4/10 蒙主恩召；平安小組林素

娥姊妹於 4/12 蒙主恩召。請為這兩個家庭的家人得安慰禱告。  

 報告：台、華詩班的弟兄姊妹，請將詩歌譜還回教會圖書館，謝

謝合作。賴美滿老師於 4/12 回台教課，5/10 主日下午 1:00 將恢   

復教英語查經、音樂和排舞，敬請踴躍參加，並請代禱！ 

 讚美操：台灣總部閻如玲老師將於 4/25 週六上午 10:30 蒞臨本教

會，在大堂免費指導教學，請喜愛讚美操的弟兄姊妹把握當面請益

的難得機會，讓動作更到位，在鍛鍊身體的同時且能將福音廣傳，

榮神益人大家一起來。 

 2015『做主門徒』同工訓練會：將於 5/16(週六) 上午 9:30~下午

3:00 在 Biola University(13800 Biola Ave, La Mirada, CA 90639)舉
行，每人 5 元(含手冊)，提供 1~11 歲的兒童照顧(兒童免費)，邀請

所有弟兄姐妹向各團契、部門集體於 5/3(主日)前報名參加。 

其他報告事項 

 活現事工報告：活現潛能將於 4/25 週六下午 2-4 點在訓練中心舉辦

有關職業發展的「簡歷撰寫」講習班，費用全免。報名及詳情請上

網 ppossibilities.org，或致電 626-810-5200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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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聯禱日(National Day of Prayer)：將於 5/7(週四)上午 10-12 點在

柑縣台福教會(10750 Lampson Ave., Garden Grove, CA 92840) 舉
行，備有餐點及禮物，誠摯的邀請所有牧長、同工及弟兄姊妹們一

起來參加。 
 正道神學院 LTI 春季課程開始受理報名：《服事工具箱》新約希臘

文(I)-羅羚博士、程嫣老師(5/21-7/23 每週四晚) / 把握時機 Kairos 
(5/25-5/29 白天密集班，優先接受神學生及教牧同工報名) / 協輔 III
心意更新變化-傅立德牧師(6/12-6/14 週末密集班) / 華人宣教事工屬

靈爭戰-李道基牧師(6/26-6/28 週末密集班)。欲知詳情請瀏覽

www.les.edu。 
 全球禱告日：將於 5/24(主日)下午 3:00-5:00 在 Creekside Park (780 

Creekside Dr. Walnut) 舉行，聯絡人- 李燕光牧師 626-205-2066、蕭

彼得牧師 909-851-3312，敬請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