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月份 宣教月 
週六/華/台/青崇 特別講員 

日期 主題 堂會 時間 講員 
3/31 (六) 

歡慶復活節 

週六晚堂 晚上 7:00 
王炳欽牧師 

4/1 (日) 
華語堂 上午 10:00 
台語堂 上午 11:15 

青年崇拜 上午 11:15 胡大仁牧師 
4/7 (六) 

全地宣教 

週六晚堂 晚上 7:00 
曾文章長老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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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六) 

跨文化宣教 

週六晚堂 晚上 7:00 
David Chang 

4/15 (日) 
華語堂 上午 10:00 
台語堂 上午 11:15 邱志健牧師 

青年崇拜 上午 11:15 David Chang 
4/21 (六) 

未得之民 

週六晚堂 晚上 7:00 戴洸華牧師 

4/22 (日) 
華語堂 上午 10:00 

李燕光牧師 
台語堂 上午 11:15 

青年崇拜 上午 11:15 戴洸華牧師 
4/28 (六) 

家門口的 
宣教 

週六晚堂 晚上 7:00 
姜明磊牧師 

4/29 (日) 

華語堂 上午 10:00 
台語堂 上午 11:15 

青年崇拜 上午 11:15 Pastor  
Mkram Shahati 

台/華/青崇 聯合主日學 

 

 

 

 

 

 

 

 

 

 

 

 

 

 

 

 

 

 

 

 

 

 

 
  

 

 

 

日期 堂會 時間 主題 講員 

4/8(日) 
台語/青崇 上午 10:00 

台灣西海岸事工 梁經綸長老 
華語 上午 11:30 

4/15(日) 
台語/青崇 上午 10:00 醫療宣教 

吉爾吉斯/約旦 
黃惠蘭/邱俊傑 

張簡醫師 華語 上午 11:30 

4/22(日) 
台語/青崇 上午 10:00 Habibbi 

International 
David Yue 醫師 

華語 上午 11:30 

4/29(日) 
台語/青崇 上午 10:00 Family Welcome 

Center 

Pastor Dan Bender 
Pastor  

Mkram Shahati  
華語 上午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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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台【題目】活出基督 V：有基督的力量 

  【經文】腓立比書 4:4-19 

  【講員】王炳欽牧師 


前言：保羅說他無論在什麼景況，凡事都能做，保羅怎能有這麼

大的能耐？他的秘訣是什麼？ 
 
一﹑  ：藉著禱告，神拿去你的  用他的平安 

  ，又改變你的   ，使你在凡事上

都有力量。 
 

二﹑  有力量：不是依靠自己的  ，不是依靠環

境，不是依靠  ，而是信靠    ，

就足夠，就能成事。 
 

三﹑  有力量：神使用人彼此   的幫助與

   的分享，成就事情，   ，

彰顯祂的榮耀。 
 

結論：保羅能活出基督，凡事都能做的秘訣正在於他將凡事禱

告、凡事依靠、凡事與人分享當作一種習慣，保羅所做的

我們也要做。 
 
討論問題：  
1.  從腓立比書的最後一段當中，你能找出保羅「凡事都能做」的

秘訣嗎？ 
2.  凡事禱告有什麼好處？請分享你禱告得利的一個經歷。 
3.  保羅說腓立比教會給他的幫助、餽贈是奉獻，這對腓立比教會

有什麼影響？方想你接受或幫助人對你生命的影響。 
 
相應敘事性查經經文： 危難中得保守 使徒行傳 27:2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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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大衛 王炳欽 謝信生 謝信生 陳輝立 謝信生 

領詩 彩虹團契 蘇晉立 For Jesus 麥子 敬拜團 吳錫安 A/O 高志翔 
值星 Eva Lau 董文雄 陳豪 王樹仁 Eva Lau 董文雄 陳豪 王樹仁 
音控 趙佐 趙佐 

Team 1 

吳祚裕 趙佐 趙佐 

Team 1 

吳祚裕 
招待 新天地 新生 故鄉情 新天地 新生 故鄉情 

迎新 郭克倫 杜月琴 故鄉情 郭克倫 杜月琴 故鄉情 

主日餐盒服事 愛加倍 琴瑟 
週三禱告會 胡大衛 董家驊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一般奉獻 $19,235.50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成人 554 176 76 
感恩 $220.00  兒童  106  87  
宣教 $380.00 共計  660 263 76 
愛心              $300.00 Santa Anita 療養院 54 人 / 長春大學 29 人 
建堂               尊榮之家福音站 28 人 / 聖迦福音站 28 人  
 台中關愛福音站 21 人 / 蒙市療養院 26 人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總計 $20,135.50  

代轉：台灣宣教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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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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記錄登記表) 

代禱事項 
 為教會禱告：成人詩班與青少年樂團正為復活節的音樂崇拜

加緊練習中，求神加添他們力量，用詩歌獻上榮耀給神、復興

神的教會又感動人歸向主。兒童部有五位小朋友正在上洗禮
班準備於復活節接受洗禮。求神堅固他們的信心，讓他們堅定

跟隨主，作主的門徒，服事榮耀主。暑期台灣短宣隊的隊員
已經招募完成，今年一共有十名成員，請為這些弟兄姊妹禱

告，也請為台中關愛與埔里台福兩個配合的教會禱告。求神使

用短宣隊為這兩個教會帶來成長。我們正在尋找英文事工的
傳道人，求神差派合適的工人到我們中間，牧養、造就英文的

弟兄姊妹又帶領整個堂會努力外展領人信主。尊榮之家復活
節有歡慶觸外禮拜，求神使用這個聚會，讓更多社區裡的華人

認識這個教會，加入尊榮之家一起敬拜神服事主。 
 為肢體禱告：丁昭昇長老的肺癌治療反應良好，請為丁長老

完全得醫治禱告。李金村弟兄正在家裡修養復原，求神恢復

他的健康。 
 為世界禱告：在中東的葉門因為連年的內戰導致沒有清潔的

飲用水與基本的醫療服務。自 2017 年以來，在葉門已經有超
過五十萬人感染霍亂。求神醫治葉門這個國家，給葉門人醫治

與恢復。近七百萬的卡努里人居住在奈及利亞東北部與鄰近
的尼日爾、蘇丹與乍得，他們絕大多數是回教徒，基督徒比率

僅佔 0.01%。卡努里人多半是農人或工匠，大部分卡努里人在

二十歲出頭就結婚，但是他們中間的離婚率高達八成。請為卡

努里人得救禱告，求神在他們中間興起堅定的基督徒家庭向他
們的同胞傳福音。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請繼續為丁長老要作的化療和電療，能夠沒有任何副作用及精

確的電療不影響到其他的器官代禱。 

【尊榮之家台福教會】   
 為兒童主日學老師 Kathy Han 韓子瑤 ，願意來幫助我們感恩，

求神賜福。 
【台中關愛台福教會】 
 繼續為凃大哥、張蕙芬姊、李媽媽、張金春兄、吳秀芬姊、謝

蕭秋紅姊、謝青勳兄、謝青旻姊的身體求神憐憫、醫治代禱。 

本週 背誦經文  


哥林多後書 12：10 
  10 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

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 

全年讀完聖經一遍 進度表 
  

03/18 日  出 29、 約 08、 箴 05、 加 04 

03/19 一  出 30、 約 09、 箴 06、 加 05 

03/20 二  出 31、 約 10、 箴 07、 加 06 
03/21 三  出 32、 約 11、 箴 08、 弗 01 

03/22 四  出 33、 約 12、 箴 09、 弗 02 

03/23 五  出 34、 約 13、 箴 10、 弗 03 

03/24 六  出 35、 約 14、 箴 11、 弗 04 

本週  讀經/靈修進度 – 活潑的生命 
 

日期 經文 默想的問題 

03/18  日 林後 9:10-15 在幫助賙濟人的事上，我撒下的種子如何? 

03/19  一 林後 10:1-11 我是怎樣屬基督的？我是憑血氣還是憑愛

心行事多一些？ 

03/20  二 林後 10:12-18 為什麼「指著主誇口」？如何「指著主誇

口」？ 

03/21  三 林後 11:1-15 保羅處理誤解毀謗的方法給我怎樣的啟發

與提醒？ 

03/22  四 林後 11:16-33 人們看保羅像一個愚妄的人，但保羅為什

麼看起來像個愚妄的人？ 

03/23  五 林後 12:1-10 
誇自己的軟弱與誇自己的剛強有什麼不

同？我是誇自己的剛強還是誇自己的軟弱

多一些? 

03/24  六 林後 12:11-21 保羅對哥林多教會所最掛心的是什麼？哪

一些是對我重要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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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報告事項 
 會議：本主日下午 1:30 在中會堂召開長執會，敬請牧師、

傳道、區牧、長老、執事出席參加。會後接著召開小會，敬

請牧長參加。4/8(主日)下午 1:30 在 109D/E 教室召開小會，

敬請預留時間參加。 
 姊妹會：3/23(週五)上午 10 點在詩班室(109A/B)分享活潑的生

命，歡迎參加。 
 主日學主日：3/24(週六)、3/25(主日)崇拜中，特別感謝成人主

日學老師的辛勞。 
 琴瑟團契：於 3/24(週六)晚上 6:30，在恩光教室(Room 118)召

開月例會，一家一菜(Potluck)，歡迎弟兄姊妹參加，聯絡人：

林惕生會長 626-319-9275。 
 兒童事工報告：3/25(棕樹節主日)兒童詩班在華語堂獻詩。

3/25(主日)中午 12:45~1:30 在 2 樓兒童崇拜教室舉行第一次

VBS 義工及暑期台灣短宣隊隊員訓練。復活節主日(4/1)上午

11-12 點在教會中庭有「造型氣球」福音外展活動，歡迎家長

及兒童前來共襄盛舉。下午 2 點舉行兒童受洗禮。 4 月份教

會宣教月，4/29(主日)上午 11-12 點在教會中庭將有世界展望

會舉辦的特別活動。招募暑期(6-8 月)兒童主日學老師及助

教，有意願的弟兄姊妹請洽 Ruth 主任(x16)。 
 Sticky Faith 座談會：Sticky Faith 信仰傳承、跨代同行座談會

將於 3/25(主日)下午 1:30-3:30 在中會堂(R115)舉行，董家驊牧

師將會分享 9 個陪伴孩子跟隨耶穌的實用方法，歡迎家長預留

時間參加。 

 耶穌受難記念：3/25-31(主日-週六)邀請弟兄姊妹一起來禁

食禱告(請自行選擇時間及方式)，記念耶穌的受難，教會大堂

也於 3/27-29(週二~週四)上午 10 點到下午 4 點開放讓弟兄姊妹

到教會一起禱告。中午 12 點~下午 1 點將有牧師們在大堂帶領

禁食禱告。3/30(週五)晚上 8:00 於主堂舉行受難日聯合聖

餐，當晚所有聚會敬請暫停，一起參加聯合聖餐。同一時間，

英文堂學生事工，也安排帶領學生們體驗耶穌受難的聚會，敬

請預備心參加。 

 聖餐及愛心奉獻：於 3/31(週六)及 4/1(主日)台、華及青年崇拜

中舉行，敬請弟兄姊妹預備心參加。 

 英文事工報告：董家驊牧師在本會的事奉到本月底。四月份開

始由孫毅牧師(Eddie Sun)擔任英文堂代理牧師，直到我們找到

英文牧師為止，請為英文牧師的聘牧工作禱告。 

 復活節讚美禮拜：將於 4/1(主日)華語堂上午 9:45 及台語堂上

午 11:15 舉行，由教會詩班、長春大學合唱團、青少年管弦樂

團及室內樂團聯合演出，歡迎大家一起來敬拜讚美復活的主。 

 裝備部報告：將於 4/7(週六)上午 9:30-12 點在中會堂(R115)舉
辦「成人主日學教師研討會」，邀請所有堂會的牧師、傳道及

主日學老師，及參與在主日學教育的同工踴躍參加。請向謝信

生傳道登記報名。電話：626-450-7676 x17。 
 2018 年 Kairos <把握時機> 宣教門訓總動員：將於 4/13-15(週

五~主日)及 4/27-29(週五~主日)在教會上課，上課時間是：週

五晚上 7:30-10 點，週六早上 9 點-下午 6:30，週日下午 1:30-
6:30。報名費$115，洛福會友可享受 8 折的優惠$92。新生請

另繳一次性報名費$25，敬邀弟兄姊妹踴躍向孫主立傳道 626-
450-7676 x14 報名參加。 

 全教會大掃除：將於 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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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禮：3/11(主日)在蒙市療養院為黃海弟兄施洗，感謝主。 
 報告：教會提供在教會內弟兄姊妹一起交誼享用的午餐便當，

準時於每主日中午 12:30 開始領取，建議奉獻每個$2 元，敬請

自備零錢(便當攤位不找零)。 

其他報告事項 
 親密之旅初階培訓開始受理報名：4/7(週六 9am-6pm)，及

4/8(週日 2-6pm) 由黃維仁博士親授。5/5(週六 9am-6pm)，及

5/6(週日 2-6pm) 由培訓師帶領情商實操培訓。課程在 EFC of 
Irvine 愛恩台福基督教會(17422 Armstrong Ave., Irvine, CA 
92614)舉行。3/25(主日)報名截止。詳情請瀏覽心泉事工網

頁：heartkeeper.org，或前往教會辦公室索取簡章報名表。 
 Agape Montessori School 園遊會：3/31(週六 10am-12pm) 愛加

倍蒙特梭立學校舉行園遊會，活動有跳跳屋、棉花糖、爆米花

及玩遊戲等等，歡迎家長帶孩子們一起參加，藉此機會參觀並

認識愛加倍蒙特梭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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