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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會員班之「認識洛福教會歷史」2017 

洛福教會 45 年來的歷史大約分為幾個階段： 

1. 1965-1974 萌發期（草創期）：主要是開始建立「台語福音教會」系統。藉者幾位

牧師的協力幫助，神讓我們在洛杉磯這塊土地上開始「台語」的福音工作。不僅僅

傳揚福音，也開始建立神心意的教會。我們經歷神要「台福」不斷擴張的心意便從

此開始成立及拓展教會。 

2. 1974-1977 生長期（漸長期）：1975.10.1 劉富理牧師接任主任牧師以來，不斷的推

動禱告、傳福音、靈命更新、植堂的異象，使得教會不只在量上有增長，在質的方

面也繼續的增長。1977 年更因「福音年會」使教會在質與量上大幅上升。 

3. 1977-1989 茁壯期（分植期）：有鑑於教會不斷的增長，直至 1980 年本會人數約在

390 左右。由於當時正處能源危機時代，為了免於弟兄姐妹長途開車參加聚會，教

會便開始籌劃在洛杉磯不同地區分植、拓展各區的佈道所及福音站。79 年開始有

現在的東安教會，80 年的南灣教會，81 聖谷教會，82 柑縣教會，82 年也成立了台

福教會總會。85 年成立 Arcadia 聖安教會，88 年聖喜教會、聖達教會也相繼成立。 

4. 1990-2016：成熟期：從 90 年代起，教會不斷的增長，相繼成立華語堂、週六晚崇

拜、華語青年崇拜、英文堂。1996 年搬遷至現今的會址。2001 年起由陳逸豪牧師

接任主任牧師，整個教會朝著「效法基督、廣傳福音、關懷社區、互相尊重、不斷

創新」的方向努力來為主贏得這個城市，對外向新來的移民（包括臺、中、港、東

南亞）以不同的外展方式傳福音《包括讚美操團隊、老人公寓、療養院、生命啟發

課程（Alpha Course）家庭關懷（心泉事工）公園發單張、AWANA、暑期聖經學

校、親密之旅事工等等》。2012 王炳欽牧師接任主任牧師至今，致力於「作主門

徒 」 之 門 徒 訓 練 的 異 象 ， 推 動 「 生 命 成 長 」 之 靈 修 QT 
事工、關愛 40（肢體連結）、以關係為導向的門徒訓練等等，期盼教會向下扎根，

向上結果，讓我們的教會成為一個「跟隨基督、轉化生命」的教會。 

 

年代 洛福教會大事記 

1965 65 年秋天，幾位經常來參加崇拜的台灣留學生深深感到需要有自己母語

的主日崇拜。當時的在洛杉磯休假的蔡信彰牧師，便開始了閩南話家庭

禮拜，這幾位留學生及家庭便在蔡牧師住家開始了閩南話禮拜。剛開始

聚會人數大約在二十人。沒想到，在短短時間內，人數從二十到三十，

四十，一年後即增加至六十多人，而使用之語言，亦因人數之增加而趨

複雜。蔡牧師為使每位參加聚會 者各有所獲，不久便一週以閩南話，另

一週以華話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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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蔡信彰牧師因前往菲律賓任職離美。由羅省教會創辦人羅文牧師接替蔡

牧師，以一週台語、一週華語輪替方式聚會。人數漸漸增長，及至 1967
年人數太多已經容納不下。 

1967-1970 選出負責人尋找可使用之禮拜堂，67 夏天找到，秋天便搬遷至新堂開始

禮拜，羅省基督教會（Frist Evangelical Church）正式成立。在此三年中人

數不斷增加，羅文牧師以英文講道，翻譯台語，隔週翻譯華語。當時經

常聚會的人數約有 160 人左右。 

附註 由於羅文牧師以英文講道，雖有隔週翻譯為台、華語，但對於初來美國

之家屬仍深感不便。以台語為母語的會眾便期盼自立「台語教會」。70
年初期由丁昭昇長老夫婦、陳銓仁長老夫婦、陳慶霖長老夫婦、許和瑞

長老夫婦，將什一奉獻作為宣教基金。於 1970 年始便成立「洛杉磯台語

福音教會」。以福音教會為名，主要的精神乃在於「廣傳福音、建立教

會」。 

1970.10-11 由羅省教會分出，成立「洛杉磯台語福音教會」（1972 改名為洛杉磯福

音教會）由高集樂牧師（當年為傳道）負責牧養。 

1970.11-
1973 

搬遷到華人安息日會的會堂聚會。並於 1973-2-28 購堂自立。 

1975.10.1 1975 七月劉富理牧師來美進修，同工會便與他接洽，經過段時間等候禱

告，八月初正式通過聘請劉牧師。10.1 劉富理牧師就職主任牧師。 

1977.12.11 購買 Highland Park 會堂，並遷入聚會。 

1976-1978 人數不斷的加增，在 1978 年開始成立第二代英語事工。（台英合併）其

間教會以細胞小組設立，注重肢體交通與自我訓練帶領查經。 

附註 1975 年代，美國正處於能源危機狀態，有鑑於節約用油的考量下，教會

領袖便考慮在洛杉磯不同區域分植堂會，以便就近居民不必長途舟車到

母會來崇拜。因此便開始在各區植堂的計畫。 

1979 開拓東區佈道所（為現今的東安教會） 

1980.9.14 吳德聖牧師帶領成立南區佈道所。（為現今的南灣台福教會） 

1981.3 西北區正式成立「聖谷福音教會」。 

1981.10.25 台英分開崇拜。 

1982.9 東南區成立「柑縣台福教會」。 

1982.10.16 正式成立台福總會。 

1984 陳隆、黃寶儀、劉富佐、潘世安成立「民謠見證團」在各處帶領佈道直

到 1995 年。 

1985.9 在 Arcadia 正式成立「聖安台福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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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與柑縣台福教會共同開拓「聖喜台福」，與東安台福教會共同開拓「聖

達台福」。 

1989 於教會地下室成立台福神學院（現今為「正道福音神學院」） 

1992 正式成立華語堂，開始每週主日聚會。 

1994 遷出 Highland Park，租借 Alhambra 猶太人會堂聚會。 

1995 教會以「一個教會 One Church」為目標前進。購買 El Monte 聚會會址。 

1996.6 遷入現今 El Monte 的會堂。 

2001 陳逸豪牧師接續劉富理牧師成為主任牧師。 

2002 差遣 Exodus （英文晚崇事工）前往西洛杉磯地區宣教。 

2003.1 週六晚崇正式成立。 

2004 全教會開始「生命啟發課程」Alpha Course 

2005 首屆全教會家庭同工退修會。 

2006-07 傳承年 

2008.1 在星期六晚上正式成立「華語青年堂」 

 陳逸豪牧師在教會中推動「DNA」小組事工。 

2008-09 08-09 年為「差遣年」持續推動「跨越門檻」，培訓及差派門徒進入社區

宣教。生命啟發課程仍為教會中重要推展福音的事工。差遣 20 團隊進入

社區宣教。並著手繁殖「家教會」計畫。 

2009.9 洛福教會第一位兒童牧師：周慧勇 Joe Chou 正式加入服事行列。同年，

董家驊傳道（現任英文堂牧師）加入牧師團隊。 

2010 為「倍增年」。除加強門徒培訓工作外，也繼續推動週六崇拜，及至少

一次的「Alpha 課程」。 

2010 10 年為本會設立 40 週年，10/10 舉行全教會聯合崇拜，並舉辦園遊會，

歡慶教會成立 40 年。本年底陳逸豪牧師不再續任本堂主任牧師，本堂成

立「聘牧委員會」以尋求神差遣新的主任牧師繼續領導洛福教會。 

2011 由王炳欽牧師擔任代理主任牧師職務。 

2012 王炳欽牧師正式接任主任牧師職務。 

2014.2 推展「關愛 40 運動」（40 Days of Community） 
推展 QT 靈修事工，以「活潑的生命」作為主要靈修材料。 
 

2015 姜明磊牧師前往台灣花蓮國語禮拜堂牧會 12.31 

2016 全教會推動「門徒訓練」系列事工，轉化生命、轉化社區、轉化教會。

「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門徒訓練」 

2017 成為「建立宣教門徒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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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C / EFCLA Organization 
洛福/台福 組織 

01/15/2017 
為什麼要組織?WHY ORGANIZATION? 
 
台福總會 EFC General Assembly 
 
地方教會 Local churches / 12 Global Regions (12 全球分區) 
Ex:  
1. EFCLA (南加州中區) 2. EFC Orange OC 3. EFC   DC 
4. EFC  Sydney 5. EFC San Diego 6. EFC Taipei 
7. EFC Vancouver      8. EFC Glendora (尊榮之家)  9. EFC Alhambra (和平) 
   
機構   non-profit org.  
Ex:  
1. 台福傳播中心 EFCCC   2. 正道福音神學院 Logos Evangelical Sem. 
3.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 Global Enrichment Center 
4. 台福台灣宣教中心 Taiwan Mission Center 
 
事工部門   Ministry Departments  
Ex: 
1.  婦女會 EFC Women  2. 英語事工 English Ministries 
3.  青年事工 Youth Ministries 4. 青松會 Young Senior Association 
 
有一點像麥當勞  (It’s a little bit like McDonalds) 
 
Various Aspects of Local Church’s Relationship to GA:(總會與地方教會之關係 ) 

1. Financial-  all property of local church by name belong to EFC, but actual usage right 
belong to local church. 
產權名義歸總會,但財產使用權歸地方教會 
2. Tithing : 1/10 of  income acquired for church operation given to EFCGA 
地方教會經常費收入之十一奉獻 
3. GA facilitates donation collection for establishment of new local churches 
協助新立地方教會募款 
4. Visitation by GA representative 總會拆派專員訪問關懷- 促進聯誼 
5. Bi-Annual Meetings -  Local church abide by its bylaws and elections. 
總會代表大會兩年開一次會議 
6. Keeper of EFC uniform  Doctrine of Faith/ Theological Guidance 守護信仰告白 
7. Enact and Keeper of Bylaw -  制定/守護台福法規  
8. Approve senior pastor and minister selection  核准主任牧師與全職傳教師人選  
9. Miscellaneous: legal insurance.訴訟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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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Church Administration Structure(地方教會行政組織) 
 
主耶穌基督- Lord Jesus 
  | 
台福基督教會總會代表大會 – EFC GA Representative Convention 
  | 
地方教會和會 Local Church    
  | 
小會 (包括主任牧師) (Elder Board – includes Senior Pastor) 
  | 
[長執會 (同工會)- 主席 /主任牧師] (Church Council)  　--------  [　 牧師室] (Pastoral Office) 
  | 
組別, 委員會  (fellowships, small groups, ad hoc committees) 
  
 
 
Operating Spirit: Teamwork 
運作精神:  團隊配搭 
 
 
地方教會和會 Local Church Congregational Meeting   
  | 
小會 (包括主任牧師) (Elder Board – includes Senior Pastor) 
  | 
[長執會 (同工會)- 主席 /主任牧師] (Church Council)  　--------  [　 牧師室] (Pastoral Office) 
 
 
 
地方教會和會 Local Church Congregational Assembly Meeting  
 
Highest deciding body -   地方教會 高決策機構 
Consists of Active members- 以活動會員構成 
Approve election of elders, deacons, and senior pastor – 長老, 主任牧師, 執事, 選舉權  
Approve budget- 預算核准 
Approve purchase or transfer of real estate -  核准任何教會地產買賣 
 
 
 
會員 Church Member 
 
1. 為什麼要成為會員?   
信徒彼此委身, 過教會生活的基礎   
 責任感, 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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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成為會員? 接受信仰告白, 受洗, 申請程序 
 
3. 會員義務:  ex: 遵守教會之法規與條例。培養會員間在基督裡真實而誠懇的愛心和

情誼，並按聖經教訓，順從教會選出掌理教會的同工 ; 奉獻時間、恩賜及錢財，並全力支

持教會的聖工。 
參加教會聚會，恭守主日和聖餐。出席會員大會(和會)。具有美好的生活見證。 
 
 
 
牧師室  (Pastoral office) 
 
主任牧師 Senior Pastor 
Duties: 
 *領導教會的整體異象與方向。  Vision and direction 
 *與長執會共同尋求上帝的旨意，計劃教會事工，以及發展的需要。 
   Joint effort with elders and deacons in seeking God’s will and engaging in ministry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負責教會牧養、教導、講台之安排與推展。 
   pastoring, teaching, pulpit 
 *發掘、儲備、培訓教會長執及同工，並建立和諧的團隊事奉。 
   develop and train elders and deacons and coworkers, and establish harmonious     
    team work 
 *關注教會長執、同工、會友之靈命的成長與成熟。 
   caring for the spiritual growth of elders, deacons, coworkers and congregation 
 *主持教會聖禮典及婚、喪、喜慶之事工。 
   preside over sacraments, weddings, funerals, celebrations 
  (appointment: recommended by committee comprised of elders and/or deacons, 
 church council approves, EFCGAapproves, congregational assembly approves) 
 
全職傳教師：Full time pastor/minister 
  協助主任牧師牧養教會的工作   
  (appointment: recommended by senior pastor, approved by elders, approved by    
  GA personnel committee, approved by council 
 
 
小會 
(Elder Board) 
1. Must be comprised of at least five elders and the senior pastor 
已至少五位長老外加主任牧師構成 
2. If there are less than five elders, no board can be established, and all deciding power 
belong to Church council 
 若少於五位長老, 小會無法成立, 其決策權轉移長執會 
3. To be Lead by Chair to council – elected by council from elders 
由長執會選除來的主席為小會總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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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commend Senior Pastor Candidacy/ Approve Full Time Pastoral Office Staff 
推薦主任牧師人選並對主任牧師所推薦的牧師室全職人員行使同意權 
 
Elders Responsibility 長老職責 
1. Responsible for use and management of church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facility usage. 
負責教會財產和決定教會建築物之管理與使用。         (e.g., design and manage dept. 
budget) 
2. Approve and make expenditures previously approved by Elder Board and Church 
Council ,  Manage and determine church staff honorarium.  
審核及支付小會與長執會核准之經費，管理及決定教會工作人員的謝禮。 
3. Plan church growth and execute plan 
計劃教會增長方針及執行增長方案。 
4. 3 year term; Sabbatical year at end of two terms, (six years) of service 
任期兩年; 兩任結束後 –  必休息一年, 之後可接受提名 
 
Church Council 
1. Comprised of elders, deacons, and senior pastor  (associate pastors  attend) 
由長老,執事,主任牧師,  構成.  全職傳教師應列席.  
2. Approve and hire associate pastors 
審核及選聘牧師室聖工人員。 
3. Approve budget proposed by all departments 
審核及接納各部門提出之預算 
4. Led by chair elected by council from among the elders 
 以主席引導會議 
 
Deacons 
1. Carry out the ministries in the church, including missions and education 
負責教會有關傳福音、宣道與教育的事工 
2. Plan, coordinate, and carry out day to day operation of the church 
計劃、協調、執行教會日常事務 
3. Terms:   2 year per term, sabbatical after three terms 
一任兩年,三任後接受安息年, 之後可被提名 
 
領導體制    (Leadership Structure) 
1.  本教會已 “代表制” 之 領導體制為基礎 : Our Church polity is based on representation 
由積極會員選出長 老、執事來治理教會，再以牧者與信徒領 袖的分工精神，將聘任的牧

師、傳道融入 核心領導中，期望他們在真理與屬靈事奉 方面，發揮帶領教會的功能 
 
Church governed by Elders and deacons elected by its active members, and those elected , 
in turn, in the spirit of team work and collaboration, integrate pastors and ministers into 
its core leadership,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they will lead the church through their service 
in the spirit and truth. 
 
See other structure: 參考: 會眾制, 代議體制, 主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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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徒領袖  與 全職牧者的關係 
Lay Leader and Pastor Relationship Interplay 
 
a. Administration vs. pastoral/spiritual ministering  行政 v 牧養 
 
At EFCLA, Administration carried out through departments.  Pastoral ministrie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pulpit, fellowship/small groups, and prayer meetings. 
牧養體系:  牧師傳道, 區牧, 團契輻導,團契主席小組長 
行政體系:  長老, 執事, 部門同工 
Pastoral track:   pastors, ministers, zone pastors, advisers, fellowship chair and small 
group leaders 
Administration track: elder and deacons and departmental co-workers 
 
b. Problem: many matters cannot be solely characterized as administration to the exclusion 
of spiritual, and vice versa.  問題:    許多事件無法用行政 v 牧養來區分,因具有兩者的˙性
質.        Solution: teamwork 團隊精神 
 
Departments AT EFCLA  (部門) 
1. Worship   敬拜 
2. Evangelism/Missions  宣教 
3.  Equipping  裝備 
4. Fellowship  團契 
5. Caring 關懷 
6. Children’s Ministry 兒童 
7. Finance  財務 
8. Operations  管理 
9.  Media/IT  媒體/資訊技術管理 
 
Pastoral Zones 牧區 AT EFCLA 
8 Pastoral Zones covering fellowships from all congregations  
 
16 fellowships from the Taiwanese Congregation 
4 fellowships from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2 fellowships under Children’s Ministry 
11 fellowships from the Mandarin Congregation 
6 fellowships under Saturday Night Mandarin Congregation 
5 fellowships from Mandarin Youth Ministries 
 
結語: 
教會非人意組織 -  並非因它無組織, 而是因其組織的制定與運作是以愛神愛人為動力,外加

上帝的恩典來補填一切的不足.    
Conclusion:  the Church is not a man-made organization, not because it is without 
organization, but because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its organization is powered by 
our love of God and love of man, with God’s grace covering all shortcom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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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福的使命與異象 
The Mission and Vision of EFC LA/Harvest LA 

01/15/2017 
 
 

一﹑使命與異象的根源：耶穌基督給教會大使命與大誡命 

 馬太福音 28: 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20 凡我
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使徒行傳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
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馬可福音 12: 30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31 其次就是
說：『要愛人如己。 』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二﹑耶穌基督的大使命、大誡命： 

 接受大使命、大誡命的人：耶穌基督的門徒 

 大使命的工作對象：世界；範圍包括萬國萬民，對門徒而言是從本族本家直到地極 

 大使命的目的：大使命所要成就的 

o 宣教：向萬民傳福音，為人施洗使他們歸於耶穌 

o 門徒：造就信主的人作耶穌基督的門徒 

 大使命的策略： 

o 門徒造就門徒：按耶穌基督所立下的榜樣，以老師學生的方式（耶穌對眾人
/門徒講道），以及門訓小組的方式（耶穌的 12門徒，3核心門徒），藉著
神的話（靈），以生命影響生命，造就人成為能造就門徒的門徒 

 
 

三﹑洛福的使命與異象： 

 使命與異象的來源根據是耶穌基督給門徒的大使命、大誡命 

 使命與異象宣言的內容要包括耶穌基督大使命的每一個部分，同時還要簡明易記，
讓人能朗朗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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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福使命宣言： 

為忠心竭力完成耶穌基督所交付教會的大使命與大誡命；洛福致力於： 

「敬拜讚美（Worship）、宣教見證（Evangelism）、裝備門徒
（Equip）、團契小組（Fellowship）、關懷服事（Care） - WE 

EFC」 
 
 

 洛福異象宣言： 

洛福要做一個「造就宣教門徒；門徒造就門徒；門徒轉化世界」的教會 

“Making missional disciples; Disciples make disciples; Disciples transform the 
world.” 

 
 

四﹑洛福異象的實踐方案： 

藉著門訓課成程與門訓小組造就宣教門徒，門徒造就門徒。一個人在門訓課堂上課之
後，在進入下一階段課程之前，藉著門訓小組來幫助他進入下一個階段。 

 

 門訓課堂 Disciple Class 

按著人受洗後靈命成長的四個階段（嬰兒、孩童、青年、父母）我們將門訓課程分
為四個階段，我們的目標是造就門徒成為宣教的屬靈父母，從出生前（000 課程）
到屬靈父母（400課程），課程共分五個階段 

 

 門訓小組 Disciple Group 

一個導師（屬靈父母/青年）與兩到三個（屬靈嬰孩、孩童或青年）組員形成一個
門訓小組，在一個約定好的時間內，以門訓材料為平台（每一個靈程階段都有一個
推介的材料），在門徒完成每一階段課程後，幫助門徒靈程長進到下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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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造就歷程：門徒課堂＋門徒小組 

000 階段 - 受洗前： 

a. 001Alpha Course (8W/20h) 或 

b. 002基要真理班 (12W/12h) 或 

c. 003 豐盛的生命 (12W/12h) 

             ＊走完 000 階段大約要二個月的時間。 

 

100 階段 - 嬰孩： 

1. 門訓課堂： 

 a. 101會員班（教會歷史、教會異象、教會組織 (1.5h) 

       b. 102個人見證佈道訓練 (2h) 

   c. 103 經歷神 (2h) 

d. 104親密之旅 (32h) 

2. 門訓小組： 

 a. 向 5人見證福音 

b. 「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門徒訓練」-郭振游  

             ＊走完 100 階段大約要二個月的時間。 

 

200 階段 – 孩童： 

1. 門訓課堂： 

 a. 201聖經速覽 - 穿越時空看聖經 (6h) 

       b. 202 QT訓練 (2h) 

       c. 203 發覺恩賜 S.H.A.P.E. (3h)  

      2. 門訓小組： 

a. 向 5人見證福音 

b. 參加小組 

c. 上一門聖經縱覽 主日學（新或舊約） 

d. 「合神心意的門徒」- 歐格理 或「四傳」 - 郭振游 

             ＊走完 200 階段大約要三個月的時間。 

 
 
 



12 
 

300 階段 – 青年： 

1. 門訓課堂： 

 a. 301 Kairos生命宣教課程 (8W/32h) 

       b. 302敘事性查經訓練 (2h) 

  2. 門訓小組： 

   a. 向 5人見證福音 

   b. 參與一次短宣 （至少一週） 

   c. 做實習小組長 或 

      參與經導師同意服事（至少半年） 

d. 「跟從我」- 大衛‧普拉特   

      ＊走完 300 階段大約要六個月的時間。 

 

400 階段 – 父老： 

     1. 門訓課堂： 

   a. 401門徒生命成長歷程 (2h) 

       b. 402門徒帶領法 (2h) 

               2. 門訓小組： 

   a. 向 5人見證福音 

   b. 帶領小組 或 

   c. 成立新小組 或 做事工領袖 或 成立新事工 或 做門徒小組導師 

d. 「教會動力大轉化」- 卜冀曼、「合神心意的領袖」- 歐格理 

 

       ＊走完 400 階段大約要一年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