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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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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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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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智強牧師 

4/16 (日) 
華語堂 上午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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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unice 

4/23 (日) 

華語堂 上午 9:45 
台語堂 上午 11:15 洪士洲牧師 

英文堂及青

年堂聯合 
上午 11:00 Rick Johnson 

& Eu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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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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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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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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 【題目】「差遣者」和「傳道者」孰重? 孰先? 

 【經文】路加福音 24:45-48、羅馬書 10:11-15 
 【講員】洪士洲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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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週 下  週 

堂會 華 台 青/英 週六 華 台 青崇 週六 

講員 Rick & 
Eunice J 洪士洲 

Rick & 
Eunice J 

Rick & 
Eunice J 謝信生 李基藏 謝信生 黃寶儀 

領詩 敬拜團 黃慧琥 Joel Tiffany 方舟團契 姐妹會 POP Tiffany 
值星 葉聖賢 許承暐 James 張富雄 葉聖賢 許承暐 Blanton 張富雄 
音控 趙佐 趙佐 Jessica 

Sarah 
Andrea 

鄔吉強 趙佐 趙佐 

Team 1 

張振琳 
招待 彩虹之光 愛加倍 故鄉情 彩虹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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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一般奉獻 $17,336.76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0.75   成人       666       134 150 
愛心              $730.00   兒童       154       129  
感恩            $570.00 共計       820       263 150 
宣教            $1,220.00 Santa Anita 療養院 89 人 / 慈博療養院 19 人 
CMC               $60.00 尊榮之家福音站 31 人    

聖迦福音站 19 人   
巴拿馬禱告站 10 人  

 台中關愛福音站 19 人  

總計         $19,917.51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台灣宣教$90.00、傳播中心$600.00、普世豐盛$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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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肢體禱告：彩虹團契星文姊妹在加護病房治療中，請迫切為她

得醫治禱告。故鄉情團契王雪峰執事即將接受開刀手術，請為手

術順利、癌症得醫治禱告。 
 為 CMC West 2017 禱告：請為每個月第三週在洛福，與第四週在

國語浸信會舉行的華人差傳年會禱告會禱告。求神使用這些禱告會

讓更多人在差傳年會中心轉向宣教並對宣教的呼召做出回應。華

語講員的邀請函剛寄出去，請為每一位被邀請的講員能儘速接受邀

請並確認他們的講題。請為新加入成為差傳大會伙伴的教會或機構

禱告。請為 5/21 在羅省 5/28 在柑縣的異象分享與募款餐會禱告。

求神讓許多教會回應參加這個募款餐會並在財務與禱告上支持華人

差傳年會。華人差傳大會需要多個項目約五百名義工參與服事，

目前尚有大量的項目需要不同的教會認領參與。求神感動教會機構

一起參與服事。 
 為世界禱告：去年 12 月在埃及首都開羅的一個基督教教堂遭到炸

彈攻擊，造成至少 25 人喪生，以及數十人受傷。這是在 2011 年以

來對基督教最嚴重的一次恐怖攻擊行動。極端組織 ISIL 事後承認該

事件是他們所為。當埃及主流社會對基督教、基督徒的敵意不斷增

加時，求神保護祂的百姓，並幫助埃及的基督徒在這艱難的時刻站

立得穩。近五十萬沿埃及尼羅河散居的阿拉伯化的努比亞人，努

比亞人信奉回教，當中還沒有基督徒。求聖靈在努比亞人心中工作

讓他們對福音開放，求神讓努比亞人的重要首領信主，求神使努比

亞語(Masri)的福音材料被翻譯出來，求神差派祂的工人到努比亞人

中間向他們傳福音。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請繼續為 Commy、Justin、茉莉、周祥鳳、秋燕姊妹，及宓美卿   姊

妹禱告，求神醫治他們，使他們的身體早日康復。 

【巴拿馬禱告站】 

 請繼續為呂瑞雪姊妹 Nancy 仍在昏迷當中，求神醫治幫助，脫離險

境。也為麗香姊的身體復原及志強弟兄的婚姻狀況代禱。 
【尊榮之家台福教會】   
 本主日由 Rick Johnson & Eunice 宣教士證道，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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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張楊月裡老姊妹已於 4/15 受洗歸於主名下，求神繼續堅固她

的信心，引領她的腳步帶領她的親族歸向主。 

本週 團契/小組 敘事查經經文 
  



經文 分享問題 

使徒行傳 8：1-25 
『使徒受迫害， 
     福音卻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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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迦書 第六章 
8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 

本週  讀經/靈修進度 – 活潑的生命 
 

日期 經文 默想的問題 

4/23 日 彌 3:1-12 
我在教會的服事是為了愛神的緣故，還

是為了得著人的利益和稱讚？ 

4/24 一 彌 4:1-5 
『主再來的美好』如何激勵你今天的生

活？ 

4/25 二 彌 4:6-13 
先知勉勵神子民苦難中仍要有盼望，我

這樣的盼望嗎？ 

4/26 三 彌 5:1-15 
先知預言的救主成就在耶穌身上，我們

有親身經歷過這位救主嗎？ 

4/27 四 彌 6:1-8 
『神所要的是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

的心』，我如何應用？ 

4/28 五 彌 6:9-16 暗中不義之事怎能瞞過神呢？ 

4/29 六 彌 7:1-13 世間充滿罪惡，我們當如何做事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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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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份所訂購的靈修教材。 
 全教會大掃除：本主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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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本主日王炳欽牧師前往愛加倍教會證道。胡大衛牧

師前往聖迦台福教會證道。請代禱。 

 台福總會 2017 台福教會乒乓球團體賽：將於 4/29(週六)上午 8
點開始比賽，地點：ATTA，10180 Valley Blvd., El Monte。歡

迎弟兄姊妹前往觀賽加油！ 

 母親節獻詩：願意在母親節獻詩的姊妹們，請於 4/30(下主日

及 5/7(主日)中午 1:30 前往大堂練習，敬請踴躍參加。 

 兒童事工報告：為歡慶母親節，兒童部於 5/14(主日)上午 10
點在中庭備有咖啡及小點心，歡迎前往享用。10:30 在中會堂

(R115)有母親節的特別節目，會中將分享聖經中母親的故事，

及詩歌帶動教唱。詳情請與主任 Ruth 聯絡(x16)。兒童詩班

及愛加倍蒙特梭利學校兒童合唱團將於 5/14(母親節主日)在母

親節聯合崇拜獻詩。VBS 暑期聖經學校(4 歲到 5 年級兒童)
將於 6/12~16 (週一~五)晚上 6:00-8:40 在教會舉行。即日起開

始接受報名(www.efcla.org)。詳情請洽兒童主任 Ruth(ext.16)。 
 姊妹會：4/28(週五)上午 10 點在詩班室(109A/B)聚會，邀請裴

賀安慈師母分享「“兩次”的生活智慧與見證」，歡迎參加。 
 聖餐及愛心奉獻：於 5/6 週六及 5/7 台、華及青年崇拜中舉

行，敬請弟兄姊妹預備心參加。 
 會議：5/7(主日)下午 1:30 在 109D/E 教師召開小會，敬請牧長

預留時間參加。 
 慶祝母親節聯合崇拜：將於 5/14(主日)上午 10:30-12:00，在大

禮拜堂舉行 - 台/華/英/週六晚崇及青崇聯合歡慶母親節，崇拜

中將邀請劉王仁美師母(劉富理牧師娘)來證道，並有蒙特梭利

學校孩童及教會兒童詩班聯合獻詩，邀請您及您的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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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週六晚崇拜，及所有場地使用暫停一次)。會後將致

送每位母親聖經套子為記念！ 

 門訓課堂：將於 5/20(週六)上午 9:30-12:30 在中會堂上『敘事

性查經訓練』，敬請所有弟兄姊妹，踴躍出席參加。 
其他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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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道培育中心 LTI 春季課訊：Kairos《把握時機》(5/15-5/19
密集教牧班)；協輔 I-傾聽他的心/傅立德牧師(5/19-21 週末密

集班)；合乎聖經的教育觀/李光陵牧師(6/3-7/1 每週六白天)；
如何關顧受同性戀問題困擾的家庭/吳子良老師(6/13-8/8 每週

二晚)。本季詳細課訊請上網查詢： www.LES.edu/Lti，報名請

洽：626-571-5111。 
 全國聯禱日：將於 5/4(週四)上午 10 點在南灣台福基督教會

(4565 Sharynne Lane, Torrance, CA 90505，310-373-2448)舉
行，邀請眾同工與弟兄姊妹來參加。讓我們共同舉起聖潔公義

的手，為全世界的和平、美國國運昌隆，以及福音事工的推廣

一起來禱告。會後備有午餐招待，交誼與分享。  
 第卅四屆南加州台福靈修會：由總會婦女會主辦，將於 5/19-

20(週五、六)在教會舉行。本屆主題為：聖潔敬拜，榮耀歸

主。講員由南加區八位台福教會主任牧師親自擔綱，另有四個

生活性的專題。華語主講，沒有兒童照顧，牧師師母免費參

加，但須報名。報名費用兩天 20 元，一天 10 元(含餐食)，敬

請於 5/7 前向姐妹會報名，或上網報名 www.efcwomen.org 以

利籌備，並為此聚會在主前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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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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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