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月份 『作主門徒、傳主福音』宣教月 
 

週六/台/華/青崇 特別講員 
 

日期 主題 堂會 時間 講員 
4/1 (六) 

大使命 –  
愛火重燃 

週六晚堂 晚上 7:00 
劉富理牧師 

4/2 (日) 
華語堂 上午 10:00 
台語堂 上午 11:15 

青年崇拜 上午 11:15 玄約書亞 

4/8 (六) 

雙向的祝福 

週六晚堂 晚上 7:00 
徐忠昌牧師 

4/9 (日) 
華語堂 上午 10:00 
台語堂 上午 11:15 

青年崇拜 上午 11:15 范漢威弟兄 

4/15 (六) 
耶穌 –  

最偉大的宣教士 

週六晚堂 晚上 7:00 謝志強牧師 

4/16 (日) 
華語堂 上午 10:00 

王炳欽牧師 
台語堂 上午 11:15 

青年崇拜 上午 11:15 胡大衛牧師 

4/22 (六) 
萬國 
萬族 
萬民 

週六晚堂 晚上 7:00 
Rick Johnson 

4/23 (日) 

華語堂 上午 10:00 
台語堂 上午 11:15 洪士洲牧師 

青年崇拜 上午 11:15 Rick Johnson 

4/29 (六) 
造就宣教門徒 
門徒造就門徒 
門徒改變世界 

週六晚堂 晚上 7:00 黃寶儀牧師 

4/30 (日) 

華語堂 上午 10:00 謝信生傳道 
台語堂 上午 11:15 李基藏牧師 

青年崇拜 上午 11:15 謝信生傳道 

週六晚崇拜成人主日學（5:00-6:00pm） 

 
 

課程名稱 教師 教室 

活潑的生命 鍾嘉芝 119D 
聖經研讀 - 約翰福音 詹雪貞 119A 

豐盛的生命 – 基要真理 Julie Chen 119C 
屬靈爭戰 Jason & Ivy 1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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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台 【題目】跟從耶穌作門徒 VI：為主再〝生〞一個人 

 【經文】馬太福音 28:19, 18:19-20 
 【講員】王炳欽牧師 


前言：〝如果你的生命可以重來一次，你會怎麼做？〞這是破冰

遊戲中常問的一個問題。那麼如果問題是〝如果你可以重

做一次主的門徒，你會怎麼做？〞你的回答是… 

一. 耶穌要我    ：問題不在於  （    ）

    ，而是      門徒做什麼。從

耶穌給門徒的使命來看，耶穌要我們      。 

二. 耶穌是    做：耶穌    用不同的 

  來生養門徒，從群體、團契、小組、    、

到一對一；其中有一個關鍵是        。 

三. 我    耶穌做：伙伴關係是      的

門訓手段；因為在敞開的關係裡，耶穌參與其中 

    ；伙伴關係的關鍵是    。 

結論：主耶穌要我們   ；藉著  

 ，我們成為耶穌要我們成為的   

 。 
 

討論問題：  
1. 在聽到這篇信息之前，你覺得耶穌要門徒做的是什麼？請

分享。 
2. 你是否帶過人或被人帶過？或兩者皆有，這些對你生命有

什麼影響？ 
3. 伙伴小組是很有力的門訓方式，你是否曾有藉著分享生命

得改變的經歷？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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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光梓 王炳欽 劉富理 劉富理 玄約書亞 劉富理 

領詩 敬拜團 姐妹會 敬拜團 詹雪貞 聖潔石 孫主立 For Jesus Lynn 
值星 Amy 董文雄 Oscar 黃顯雄 葉聖賢 許承暐 Oscar 張富雄 
音控 趙佐 趙佐 

Team 2 

張振琳 趙佐 趙佐 

Team 1 

吳祚裕 
招待 生命樹 新生 故鄉情 彩虹之光 愛加倍 故鄉情 

迎新 郭克倫 新生 故鄉情 郭克倫 愛加倍 故鄉情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一般奉獻 $16,519.57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1.25   成人       705       151 89 
感恩            $2,545.00 兒童       107         84  
宣教            $2,368.04 共計       812       282 89 
愛心 $20.00 Santa Anita 療養院 53 人 / 長春大學 45 人 
CMC             $200.00   尊榮之家福音站 38 人 / 慈博療養院 15 人  

聖迦福音站 19 人 / 永青療養院 42 人  
巴拿馬禱告站 17 人  

 台中關愛福音站 15 人  

總計         $21,653.86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台灣宣教$124.00、正道神學院$390.00、愛心代轉$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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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pm 禱告會   5:00-6:00pm 成人主日學 ( # 119E ) 
 7:00-8:30pm 英文青少年團契 (118)   6:15-7:00pm 晚餐交誼 ( # 119 )   
 7:00-8:30pm 華語成人晚崇拜 (大會堂)   7:00-8:50pm 兒童團契 (小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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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為教會禱告：請為華語、英語學生事工的輔導同工們禱告。求神

使用他們門訓年輕學生作主門徒，傳主福音。請為暑期台灣、緬

甸短宣隊招募隊員禱告。求神感動高中以上的學生或年輕人在夏天

到花蓮、台中或緬甸服事當地的兒童，帶領他們認識耶穌。四月

份是我們的宣教月，求神使用宣教月，激起我們宣教、傳福音的熱

情，跟隨復活的耶穌，再為主多帶一個人認識祂。 
 為美西華人差傳年會禱告：美西華人差傳年會的中、英、和雙語的

推廣視頻以及海報已經寄出給美國、加拿大西岸的華人與亞美裔教

會與機構。求神使用這些視頻與海報感動教會、機構的領袖為差傳

大會禱告，並鼓勵他們的會友為差傳年會禱告，並預留出時間 1927
參加 2017 美西華人差傳年會。 

 為肢體禱告：為黃田城、吳聯福弟兄的健康恢復禱告。黃荳姊

妹中風的兒子黃塘彰弟兄，摔倒現在昏迷中請代禱。為王雪峰執

事的腸胃能正常運作禱告。巴拿馬教會的 Nancy 姊妹主動脈剝

離，手術後狀情況尚未穩定，請為 Nancy 姊妹得醫治禱告。 
 為世界禱告：比利時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將任何年齡的人安樂死都合

法化的國家。去年九月，一個重病的孩子申請安樂死，這是比利時

將合法安樂死的年齡層降至十八歲以下的未成年人以後的第一個案

例。懇求神讓福音為比利時人民帶來新的生命，使他們對生命的神

聖有一個新的認識。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1. 請繼續為茉莉姊妹、Justin、秋燕姊妹的身體早日康復代禱，求神完

全醫治他們。 

【巴拿馬禱告站】 

1. 懇切請求代禱! ! 呂瑞雪姊妹(Nancy)於 3/15 突發主動脈剝離，經開

刀搶救目前仍於加護病房尚未甦醒，求主保守她早日脫離險境，醫

治她因開刀受創的所有器官，使器官恢復正常功能，並且安慰鼓勵

她的家人，求主帶領他們度過此次難關，成為福音的見證。 
【尊榮之家台福教會】   
1. 本主日由陳靜傳道證道，請代禱。 
2. 教會同工會決議聘任一位全職的傳道人，請弟兄姊妹為此代禱。 
【台中關愛台福教會】 

1. 請繼續為張惠芬姊妹、吳德欽弟兄、梁國陽弟兄、李先生的身體復

原代禱。 

本週 團契/小組 敘事查經經文 
  



經文 分享問題 

使徒行傳 16:1-15 
『提摩太的第一次宣教經歷』 

1. 就你目前生命的光景，哪一個人

物(或角色)是你最能認同的?為什麼? 
2. 上帝透過這段故事對你說了什麼? 

本週 背誦經文  
  


路加福音 第二十章 
24 「拿一個銀錢來給我看。這像和這號是誰的？」他們說：

「是凱撒的。」 25 耶穌說：「這樣，凱撒的物當歸給凱

撒， 神的物當歸給 神。」 

本週  讀經/靈修進度 – 活潑的生命 
 

 

日期 經文 默想的問題 

3/26 日 路 19:41-48 經上說：“我的殿必作禱告的殿。”請問我

是否常在殿中獻上禱告呢？ 

3/27 一 路 20:1-8 經上說：“祭司長懷疑耶穌的權柄。”請問

我是否完全相信主的權柄？ 

3/28 二 路 20:9-18 經上說：“匠人棄絕了房角石。”請問我在

生活中有否棄絕生命的主？ 

3/29 三 路 20:19-26 經上說：“神的物當歸給神。”請問什麼是

神的物？我是否有歸回呢？ 

3/30 四 路 20:27-40 經上說：“神乃是活人的神。”請問我是否

認識並經歷又真又活的神？ 

3/31 五 路 20:41-47 經上說：“要防備文士的假冒為善。”請問

我在信仰上是否有不真實？ 

4/01 六 路 21:1-9 經上說：“寡婦將她養生的獻上。”請問我

在信心上是否仍有保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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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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教會辦公室領取 4 月份所訂購的靈修教材。 
 新會員：3/19 小會通過接納羅阿诘、孫林诘、趙志遠為本會 

會員。 
 姊妹會：3/31(週五)上午 10 點在詩班室(109A/B)聚會，本週邀

請岳子騰傳道分享「有效的關懷，路得記 3:1-5」，歡迎參加。 
 聖餐及愛心奉獻：於 4/1 週六及 4/2 台、華及青年崇拜中舉

行，敬請弟兄姊妹預備心參加。 
 兒童事工報告：4/9(棕樹節主日)兒童詩班將在華語堂獻詩。

4/16(復活節主日)上午 10 點在二樓敬拜教室特別安排福音外

展的布偶秀 (Puppet show)，11 點上主日學課程，11:30 在中庭

有 5 歲以下孩童的尋蛋活動，敬請弟兄姊妹邀請朋友的孩童參

加。下午 2:30 在柯逸鴻長老夫婦家舉行受洗典禮。VBS 暑

期聖經學校(4 歲到 5 年級兒童)將於 6/12~16(週一~週五)晚上

6:00-8:40 在教會舉行。招募願意提供 5 天義工晚餐的弟兄姊

妹，請與兒童主任 Ruth 聯絡(x16)。 

 耶穌受難紀念日：於 4/14(週五)晚上 8:00 於主堂舉行受難日

台華聯合聖餐，當晚所有聚會敬請暫停，一起同心參加聯合聖

餐。同一時間，在英文堂也將安排以英文進行，帶領弟兄姊

妹體驗耶穌受難的聚會，敬請預備心參加。 

 復活節洗禮及獻兒禮：於 4/15 週六晚崇拜及 4/16 主日青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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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向區牧- 胡大衛牧師(青崇 ext.20)、黃寶儀牧師(週六

ext.13)、李基藏牧師(台 ext.14)及謝信生傳道(華 ext.17)報名。 

 『醫治與復興』特會：從神的話語，帶來教會、個人的醫治與

復興。馬來西亞來的謝志強牧師(Rev. Alvin Cheah) 將於

4/15(週六)上午 10 點到下午 4 點在中會堂帶領特會，午餐每人

5 元，敬請於 4/9(主日)前，踴躍向團契輔導、主席或教會辦公

室報名參加。 

 復活節主日：詩班將於 4/16(主日)台/華語崇拜中獻唱『十字架

的大權能』，敬請弟兄姊妹邀請朋友一起來歡慶主復活。 

 全教會大掃除：將於 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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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短宣：台灣短宣隊將於 7/1-15 前往花蓮國語禮拜堂及台

中台福關愛福音站宣教服事。普世豐盛生命中心緬甸短宣隊

將於 6/1-14 前往。有願意參加台灣或緬甸短宣隊者，即日起

請向柯逸鴻長老報名(blantonkeh@efcla.org)。 

其他報告事項 
 2017 南加州台福復活節省墓思親禮拜：台福總會暨台福基金

會，將於 4/8(週六)上午 9-10 點在 Sky Rose Chapel, Rose Hills 
舉行省墓思親禮拜。熱切邀請各位牧長、同工與弟兄姐妹前來

參加；隨著腳印聖樂佈道團的美麗樂章，以音樂頌讚我們的

神，在旋律中懷思親。詳情請洽台福基金會，聯絡人 Mina 
626-782-5470 efcfoundation@gmail.com。 

 宣教月穆斯林清真寺文化參訪活動：由普世宣教學院主辦，將

於 4/22(週六)上午 9:30 到中午 12:30 在教會 109A/B 上課，課

程以英文授課，費用每人$15。中午 12:30 將前往穆斯林清真

寺參觀及享用午餐，每人$15。下午 2:45 再回到教會上課。詳

情及報名請洽孫孝齊執事 onesunnysun@gmail.com。 
 『走出幽谷、乘愛飛翔』音樂見證會：角聲癌症協會為癌友及

家屬特別安排一場溫馨的聚會，由癌友們精心籌備。人生中的

風暴，我們無法預料，但有一份奇妙的愛，能帶領我們低谷中

再次展翅翱翔。將於 4/29(週六) 下午 2:30-4:30 在聖蓋博第一

衛理公會舉行音樂見證會 (201 N San Gabriel Blvd. San 
Gabriel)，免費入場，歡迎參加。查詢電話 626-286-1306。 

四月份 宣教月 台/華/青崇 聯合主日學 

日期 堂會 時間 主題 講員 

4/2(日) 
台語/青崇 上午 10:00 

聖經中的宣教 莊光梓 
華語 上午 11:30 

4/9(日) 
台語/青崇 上午 10:00 

宣教歷史 王炳欽 
華語 上午 11:30 

4/16(日) 
台語/青崇 上午 10:00 

宣教策略 范漢威 
華語 上午 11:30 

4/23(日) 
台語/青崇 上午 10:00 

福音與文化 黃成培、雲英 
華語 上午 11:30 

4/30(日) 
台語/青崇 上午 10:00 

未得之民 陳善純 
華語 上午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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