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
EFCLA & HarvestLA

2018 年 度 和 會 ⼿ 冊
2018 Congregational Meeting Handbook
2018 年 ⼗⽉ ⼆⼗⼀⽇
October 21, 2018

議程 Agenda
⼀、開會祈禱 Opening Prayer
⼆、事⼯報告 Ministry Report
三、2017年(9-12⽉)及2018年(1-8⽉)會計結算
Review of Sept. to Dec. 2017 & Jan. to Aug. 2018 Finance
四、2019年會計預算 Approval of 2019 Budget
五、選舉財務審查員 Election of Financial Auditors
六、閉會祈禱 Closing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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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回顧









主任牧師 王炳欽

今年度主題是「作主⾨徒，跟主腳蹤」：所強調的是對內關懷與對外服事⼈
⼈事變動：李基藏牧師去年底結束在洛福 20 年的全職服事退休，但仍擔任迦勒⾧輩團契的輔導。台
語事⼯⾃今年起由孫主⽴傳道擔任。英⽂部的董家驊牧師在今年三⽉離職，六⽉返台。孫毅牧師再
四⽉⾄⼋⽉期間擔任代理英⽂牧師。九⽉楊嘉俊傳道正式就任英⽂事⼯傳道。
宣教⾏動：今年在宣教上是成⾧的。相較於去年我們僅差出⼀個短宣隊到台灣，今年我們差出兩個
短宣隊到台灣。除了到台中關愛與埔⾥台福教會服事，我們第⼀次參與眾教會對台灣西海岸鄉村地
區的宣教⾏動。兩個短宣隊共 17 ⼈參與。此外，我們也第⼀次與 Family Welcome Center 合作向
住聖地⽛哥郡 El Cajon 市的中東難民傳福⾳，事⼯的項⽬是協助他們學習英⽂與家訪，教會⼀共前
後有四個梯次超過 20 ⼈。還有⼀位弟兄參與普世豐盛⽣命中⼼在緬甸的宣教⾏動。相較於去年，今
年參與宣教的⼈次呈現近五倍的成⾧。顯⾒參與普世宣教的觀念已經漸漸深⼊教會弟兄姊妹的⼼
裡。最後⼀個值得感恩的是，今年宣教奉獻將會達到預算，這也是近年來的⾸次。
⾨徒成⾧課程：今年開辦兩次的「會員班」幫助新受洗的弟兄姊妹認識教會的異象、歷史與組織。
我們所推動的⾨徒⼩組，今年達成 30 個⼩組的⽬標。同⼯訓練⼀年兩次的⽬標也預期可以達成。此
外，秋季在主⽇學時間⽤「⽣命影響⽣命的⾨徒訓練」為材料，做⾨徒訓練，超過 25 ⼈參與。「親
密之旅」課程，今年教會⼀共辦了五個班次，除了造就帶領的同⼯，幫助我們的弟兄姊妹的⼈際關
係，幾位新信主的弟兄姊妹因此固定參與聚會，還有幾個新的家庭因此加⼊。
外展⾏動：除了春節、復活節、⺟親節與聖誕節的外展活動之外，在⼗⽉底 Halleluiah Trunk or
Treat 外展，拉近與社區的距離，華⼈電視台還對春節與 Trunk or Treat 進⾏報導。我們與⼼泉事⼯
合作舉辦了兩次社區講座也獲得不錯的迴響。⼗⼆⽉底我們舉辦聖誕節晚會預期會進⼀步拉近與社
區的距離。今年的 ALPHA 課程，有 40 餘位 VIP 參加，其中包括⼀組英⽂組，預計會有近 20 位在
今年底受洗。最後，從教會每年受洗⼈數上來看，過去五年都在 50 ⼈左右，在傳福⾳的⾏動上值得
再努⼒。

2019 年度展望







主任牧師 王炳欽

進⼊新的⼀年，我們將年度主題訂為「作主⾨徒，⾒證耶穌」，希望藉此喚起每⼀位弟兄姊妹採取
⾏動，向他們的親⼈、朋友⾒證救主耶穌基督帶⼈帶主⾯前。
宣教⾏動：我們今年仍將對台灣差出短宣隊，除了與台福教會合作以 VBS 向社區傳福⾳之外，我們
期待更多參與在西海岸宣教事⼯。我們期望除了年輕⼈參與西海岸事⼯在學校的英⽂營，我們也能
有中年⼈參與西海岸的社區中⼼事⼯，藉著家訪與社區⾧輩活動傳福⾳。我們盼望今年參與台灣短
宣的⼈數可以達到 20 ⼈。我們將繼續⿎勵弟兄姊妹參與在 El Cajon 的難民事⼯，期望今年能有 20
⼈次參與。在北伊拉克的 Habibi 事⼯是我們今年能參與的跨⽂化宣教事⼯，這個事⼯向伊拉克的少
數民族 Yazidi 外展，我們期望今年能有 4 個⼈參與。
⾨徒成⾧課程：建⽴⼀個栽培宣教、傳福⾳的⾨徒訓練系統是我們的異象。今年下半年我們將開始
採⽤⾼雄福氣教會的⾨訓系統，從訓練剛信主的弟兄姊妹開始，期盼能栽培出⽤幸福⼩組傳福⾳的
⾨徒。此外我們仍繼續推動⽤「活潑⽣命」QT 以及⾨徒⼩組，盼望教會今年有 30 個⾨徒⼩組，其
中有 5 個⼩組使⽤「以福⾳為中⼼的⽣活」做材料。
外展⾏動：除了復活節、聖誕節的⾳樂外展崇拜，⼗⽉底仍舊繼續舉辦 Trunk or Treat 外展活動。
我們從 2004 年舉辦了 14 年的 ALPHA 將⾃今年起停⽌，取代的是「幸福⼩組」外展⾏動，與
ALPHA 相較，「幸福⼩組」不僅傳福⾳，更注重使新信主的⼈進⼊⼩組與教會，並造就他們做傳福
⾳的⾨徒。我們將在今年上半年先從各牧區組⼀組幸福⼩組開始，期盼在五⽉第⼀期幸福⼩組結束
時能有 25 ⼈受洗。⽽下半年我們半第⼆期幸福⼩組時，幸福⼩組可以從六組增加到⼋組，在⼗⼀⽉
的受洗⼈數達到 30 ⼈，進⽽達成受洗⼈數 10%的成⾧。我們也期盼因著受洗⼈數的增加，⼩組數⽬
也增⾧，全年教會新增加三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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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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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禮及新會員：2017 年⼗⽉⾄ 2018 年九⽉有 47 位受洗，4 位堅信禮，及 20 位加⼊會籍。
全教會的靈修教材『活潑的⽣命』：教會⿎勵弟兄姊妹使⽤活潑⽣命為各⼈或團契⼩組的靈修或聚會教
材，⾄今使⽤數量：中⽂版- 214 本。中⽂簡體版- 14 本。英⽂版 Living Life- 17 本。英⽂學⽣版 Sena31 本。I love Jesus (Upper Elementary) 9 本。I love Jesus (Lower Elementary) 6 本。中⽂青年版- 清
晨國度 2 本。我愛耶穌 3 本。
⾧執候選名單：10/21 和會將選出 2019 年執事，接受執事候選名單如下：歐安信、⿈郁仁、李威
楨、吳育秋、梁⿑英、吳祚裕、吳瓊雄、陳善純、羅⼦甯、廖娟娟、⿈巍、以善鈞、郭克倫、陳嘉
玲、莊恩明、鄒明德共 16 位。
宣教： 四⽉是教會的宣教⽉  7/8-14 有⼗位參加台灣短宣隊前往台中關愛教會及埔⾥台福教會
帶領暑期兒童英⽂品格營的服事。 7/22-8/3 台灣西海岸事⼯，有七位參與英⽂教學服事。 有
20 位前往 El Cajon 短宣服事中東難民服事。 6/27-7/10 有 1 位弟兄前往緬甸跨⽂化訓練學習 
9/23-11/18 Alpha ⽣命啟發課程，第⼀週有 45 位 VIP 參加。 11/2-11/4 洛杉磯幸福⼩組研習
會，邀請講員楊錫儒牧師，教會已有超過 160 位報名參加。
全教會同⼯退修會：8/11-12(週六-主⽇)兩天⼀夜在 Ontario 的 Azure Hotel 舉⾏，同⼯及家⼈有
200 多位參加，講員徐忠昌牧師，講題：作主⾨徒，與主同⾏。
禱告： 參與五⽉全國聯禱⽇  10/12 全教會禱告會超過 100 ⼈參加、⼤家同⼼為世界、教會、及教
會肢體禱告。
⼈事： 孫主⽴傳道於⼀⽉起擔任台語堂事⼯ 孫毅牧師四⽉⾄⼋⽉擔任英語代理牧師 謝信⽣傳
道於 7/15(主⽇)於教會⼤堂舉⾏按牧感恩禮拜。 聘任楊嘉俊傳道擔任英⽂堂傳道。
觸外活動： 農曆春節園遊會(⼆⽉)與 Halleluiah Trunk or Treat ⼩型園遊會都經華語電視台報導。
 復活節讚美禮拜有超過 800 多位參加，⺟親節也將近 1,000 ⼈參加聯合崇拜。 ⼼泉事⼯於六⽉
與九⽉舉⾏社區健康⽣活講座。
特別節慶： ⺟親節及⽗親節贈送餐盒禮物。 ⺟親節教會招待弟兄姊妹免費晚餐(周六晚崇)及午餐
(主⽇)慶祝。
⾨徒訓練：五⽉及⼗⼀⽉舉⾏同⼯訓練。成⽴ 30 ⾨訓⼩組。 ⼗⼆⽉舉⾏⾧執訓練會

第⼀牧區報告

謝信⽣牧師

回顧 2018：
第⼆牧區包括 6 個團契：福⾳團契、慕義團契、新⽣團契、平安⼩組、雅歌團契及迦勒團契。
 福⾳團契：福⾳團契邁⼊第三年，今年團契以「紮根神話語」為重點⽬標。參加⼈數約在 10 位左
右。華茵姊妹為福⾳團契輔導。每週五晚上 7：45-10：00 聚會，過去⼀年中陸續有新朋友及初信朋
友加⼊其中。今年以「歸納法查經」來建造兄姐的屬靈⽣命，舉⾏過幾次外展的福⾳聚會，並安排
各樣多元性質的聚會內容。期盼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加⼊，廣傳福⾳並⾒證神的作為。
 慕義團契：每⽉有⼀次的⼤聚會，平均出席⼈數在 15 名左右。聚會內容以查經及不同種類的專業講
座為主，會後都有愛筵。每⼀年均會舉辦⼀兩次的外出旅遊以邀請新朋友來認識神。我們⼀⽅⾯在
神的話語上有造就，⼀⽅⾯也建⽴在基督裡愛與關懷的關係。
 平安⼩組：每主⽇崇拜後在教會⼀起⽤餐聚會，由蔡英惠⾧⽼帶領聚會及關懷。⽬前約有⼗多名弟
兄姊妹參加。我們歡迎沒參加團契⼩組的兄姊或是第⼀次到本教會來的新朋友（不管是住在附近或
是外地來訪的朋友都歡迎），盼望在基督裡互相扶持、彼此建造關懷，⼀起建⽴基督的⾝體。
 新⽣團契：董⽂雄傳道、⿈淑梧姊妹夫婦帶領。每⽉有兩次查考聖經的聚會，平均出席約 15 名。同
時每主⽇在教會午餐時間，⼤家聚集分享⽣活信仰、相互關懷、彼此代禱、領⼈歸主。
 雅歌團契：雅歌團契以台語堂之中壯年夫婦及弟兄姊妹為主。今年雅歌熱⼼積極的參與在全教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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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的服事、外展（福⾳歌仔戲）及宣教的活動。有多位的新朋友參與在其中。⽬前每⽉有兩次的⼤
聚會，以查考「活潑的⽣命」靈修教材作為查經及分享⽣命主要內容。並多次邀請不同的牧者來作
專題分享與探討。今年特別有⼀群兄姐了參與的 El Cajon 的短宣參訪，更第⼀⼿的瞭解「穆斯林⽂
化」，並踏出學習宣教的⼼志。⽬前由連憲仁弟兄夫婦承擔輔導的⼯作。
 迦勒團契：迦勒團契今年由⾼慶華弟兄擔任主席，成⽴新的同⼯會。在李基藏牧師及幾位舊有的同
⼯⼀起分擔牧養及關懷的⼯作，雖然擔⼦不輕，但同⼯服事「任重道遠」，經過⼀段時間的努⼒，
團契持續正常的運作。今年有不少位⾧者陸續蒙主恩召，或因⾝體狀況不佳，無法出⾨參加聚會。
盼神繼續引導帶領，並看顧年⾧者⾝體健康及靈命成⾧。
展望 2019：
 使命：繼續向家庭中未信主的家⼈傳福⾳，帶領新移民及新朋友到教會來認識主。
 造就：在各團契推動⾨徒造就訓練，並在推動讀經計畫，對神話語的扎根。
 外展：推動各團契⼩組參傳福⾳事⼯，關懷新朋友、慕道友，並加強關懷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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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主⽴傳道

琴瑟：我們每⽉有⼀次的⽉例會，每次聚會⼤約有 60 ⼈左右，我們的同⼯都有成熟的信⼼和願意委
⾝的⼼，⽽⽉例會也常為新朋友接觸教會的機會。感謝主，今年初舉辦了電影茶會，頗受⼤家好
評。雖然年紀慢慢增⾧，但是我們的⼼卻是年輕充滿活⼒。
恩典：每⽉兩次在教會聚會，組員來⾃教會及未信者，我們聚會的內容有查經、及敘事分享。這是
撒種的⼯作，⽬前每次聚會⼤約有 14 個⼈左右。
摩西：每主⽇中午的聚會，雖然⼈數不多，但我們的熱情不減少，因為我們有主的話將我們凝聚在
⼀起。感謝主，今年初舉辦了電影茶會，頗受⼤家好評。
喜樂⼀：每⼀次的⼩組聚會，我們都很期待，因為不但可以相聚分享近況，⼜可以查考神的話，加
上邱醫師⾵趣的帶領、李醫師所準備的查經，在實⽤上、在信仰上總是有討論不完的主題，讓我們
留連忘返。
喜樂⼆：本⼩組採輪流帶領查考聖經，帶領者都有充份的預備，使參加者都得到造就，今年⿎勵⼤
家盡量將經⽂活⽤在⽣活中、以分享的⽅式查經。我們的聚會⼈數穩定，兄姊的屬靈⽣命也不斷的
成⾧，每次的家庭聚會真的有屬靈⼤家庭的氣氛。
恩慈：每個⽉兩次禮拜四晚上的聚會，是我們最喜樂的時間，參加⼩組聚會的⼈數穩定，其中還有
幾位慕道友尚未受洗，這是我們正努⼒的⽬標。
良善：由於⼤家年紀漸⾧，不⽅便晚上開⾞。我們都在禮拜天崇拜後在教會聚會。也因著這樣，⼤
家能穩定的出席，凝聚了彼此關懷、互相照顧、互相扶持，同⾛天國的⼼。
恩愛團契：每週六下午 7:00 – 9:00 聚會, ⽬前平均約有 10 - 12 ⼈左右。我們是與輔導孫主⽴傳道⼀
起團隊事奉的華語/青崇夫婦。 團契著重於夫妻關係、期望⽤聖經的原則，建⽴合神⼼意的婚姻關
係。我們也很注重敘事法查經，藉著弟兄姊妹願意將經⽂融⼊⽬前個⼈的⽣命光景，並因著彼此信
任的分享，⼤⼤的拉近彼此間的距離。今年在勞⼯節⾧周末，我們與愛加倍團契共同舉辦了四年來
第⼀次⼾外露營，⼤⼈⼩孩都很喜歡。
台語詩班: 詩篇 150：1－2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在神的聖所讚美祂！在祂顯能⼒的穹蒼讚美祂！
要因祂⼤能的作為讚美祂，按著祂極美的⼤德讚美祂！
成為詩班⼀員的宗旨是榮耀歸於 神及造就聖徒。多年來詩班⼀直以這為依歸，盡⼼盡意盡⼒讚美
神。我們會繼續努⼒⽤才能、歌聲奉獻於 神，歌頌主名，全⼼為主。
華語詩班: 帶學⽣學習簡單的視譜，打拍⼦，認識及分享敬拜讚美的意義，以及克服上台的恐懼，學
習在⼈前⾃由的敬拜神。繼續學習視譜，打拍⼦訓練。繼續努⼒克服上台的恐懼，在過程中，學習
接納⾃⼰的不完全，放下⾯⼦，⽤⼼靈和誠實來敬拜神。⽼師學⽣⼀起做 weekly 的敬拜靈修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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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青少年管弦樂團: 在學期年度中每週⽇下午 1:00-2:30 練習。除了⾳樂，我們也向這些年輕⼈分享福
⾳信息，使他們知道學習⾳樂的⽬的不但是表演、也是敬拜及榮耀上帝。期望有更多教會外社區華
⼈青少年⼀同來參與，藉由在教會內的⾳樂練習及定期表演，不僅帶領青少年認識神、肯定⾃⼰，
也藉著這個事⼯帶領年輕⼈的家⾧進到教會認識神、並接觸福⾳。

第三牧區報告

⿈寶儀牧師

回顧 2018
 牧養團契 Fellowships
o 故鄉情團契 10 ⼈。
o 豐收團契 25 ⼈。
o 姊妹會/三組 40 ⼈。
o 新天地 16 ⼈。
o 房⾓⽯ 10 ⼈。
o 四個家庭聚會: 榮耀之家 13 ⼈，⼤衛之家 12 ⼈，蒙福之家 6 ⼈，讚美之家 13 ⼈，共 44 ⼈。
 向外傳福⾳
o ⼀年⼀次 Alpha 啟發課程，全⼒配搭教會傳福⾳。
o 8/5/2018 週六晚崇拜尊榮之家已經在 Glendora 成⽴福⾳站三週年，平均 26 ⼈聚會。
展望 2019
 明年尊榮之家福⾳站能成⽴為教會。
 與主任牧師同⼼建⽴以關係為導向，訓練同⼯作⾨徒，以⽣命影響⽣命，再去帶⼈作幸福⼩組。
 訓練同⼯成為精兵，靠著聖靈的⼤能運⽤恩賜服事教會

第四牧區報告

楊嘉俊傳道

回顧 2018
● 聚會
○ 英⽂主⽇崇拜 (週⽇ 11:00 AM)
○ 團契聚會
英語家庭團契 (⽗⺟或已婚者)
週五 8:00 PM @ 洛福教會
社青團契 (⾼中畢業⽣ + 單⾝社青)
週五 8:00 PM @ 洛福教會
週五學⽣團契 (6 年級-12 年級)
週五 8:00 PM @ 洛福教會
週六學⽣團契 (6 年級-12 年級)
週六 7:00 PM @ 洛福教會
青少年主⽇學
週⽇ 10:00 AM @ 洛福教會
● 事⼯
○ 英⽂堂的⽬標是要為不同年齡層的⼈們建造⼀個健康的信仰群體, 使他們能夠在⾯對⼈⽣不同階
段的挑戰時得著需要並受造就
I. 學⽣事⼯: 與家⾧合作, 讓孩⼦能夠成為⾨徒, 並預備來⾯對⾼中之後的⽣活
II. 社青事⼯: 建⽴⼀個能引導青年⼈分辨和回應上帝呼召的群體, 並使來參與的青年⼈在當中能
夠誠實地⾛在他們的信仰道路上來追求神, 並因著神的恩典來得著⽣命的改變. 聚會內容有,
禱告&敬拜之夜
查經班 / 讀書會
其他活動: 團康遊戲, 電影, 藝⽂活動, 等.
協助社區和其他的團契事⼯活動
III. 家庭事⼯: 提供並幫助已婚者和⽗⺟在婚姻與教養上持續成⾧成為⾨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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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主⽇學: 使⽤靈修刊物 Sena 做為主⽇學教材. ⾼中⽣已讀完 Sticky Faith 中的“Can I ask
that?”這本書. 學⽣團契也在⼋⽉份參加了同⼯靈修會. 青少年的課程主題為時間管理和服事神
的優先順序.
○ 為青少年建造⼀個健康的信仰群體並邀請學⽣們參與英語事⼯的核⼼同⼯會
I. ⿎勵成年⼈參與學⽣事⼯, 強化與家⾧建⽴合作夥伴的關係
II. 持續幫助教會青年⼈在信仰上的成⾧, 並提供在⾯對⽣活轉換的幫助
III. 持續發展英⽂的家庭⼩組, 學習屬靈操練以繼續成⾧, 並邀請新成員加⼊
● 宣教
○ 暑期短期宣教: 與其他堂會組成聯合短宣隊, 探索在未來的宣教事⼯上能⾧期合作的夥伴機構和
認領的族群
○ 裝備和訓練: 與宣教部合作, 預備並訓練英⽂堂弟兄姊妹進⼊跨⽂化宣教並學習在本地也能過著
有宣教異象的⼈⽣
○ 啟動 Alpha Youth 來參與教會 Alpha 的外展事⼯
● 其他活動
○ 2018 核⼼同⼯會 (9 ⽉ 30 ⽇, 2018) @ Scott Wu’s:
I. 提供機會讓新傳道⼈認識英⽂堂核⼼同⼯
II. 議題包括主⽇崇拜, 各項事⼯和英⽂禮拜堂的重新裝修
III. 討論並尋求英⽂堂共同的異象
○ EFC 冬季退修會 (12 ⽉ 27-30 ⽇, 2018) @ Murrieta Hot Springs Christian Conference Center
PLANS for 2019
● 宣教
○ 持續和其他堂會的夥伴關係來參與台灣, 埃爾卡洪(El Cajon)和墨西哥的短宣⼯作
○ 裝備和訓練: 持續與宣教部合作, 預備並訓練英⽂堂弟兄姊妹進⼊跨⽂化宣教並學習在本地也能
過著有宣教異象的⼈⽣
○ 輔助幸福⼩組並⿎勵青年參與教會幸福⼩組的事⼯
● 事⼯
○ 定期的家庭, 社青, 和學⽣的團契聚會與活動
○ 青少年主⽇學: 持續使⽤ Sena 作為主⽇學教材來⿎勵學⽣們建⽴起好的靈修習慣
○ 週五及週六的學⽣團契: 計畫邀請更多家⾧作為講員來分享他們的職場經驗與信仰; ⼆⽉份有姊妹感
謝活動; 五⽉份有年度活動的家庭之夜, 將邀請所有的家⾧和學⽣⼀同參與遊戲活動; 夏季末有學⽣
輔導感謝活動; ⼋⽉份會公布參與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的相關計畫, 九⽉份參與裝箱.
○ 退修會: 學⽣夏季退修會

第五牧區報告

伍許禎砡平信徒區牧

回顧 2018：
愛加倍夫妻團契：
 愛加倍夫婦團契每週六晚上 7-9 點在教會聚會, 由伍偉昌⾧⽼擔任輔導, ⽬前團員約 15 - 40 ⼈, 分成
兩個⼩組來進⾏關懷, 團契主席是 Michael Hsu, 副主席是 Esther Hsu ⼩組⾧是 Aaron Liao 和 Jen
Huang。 很⾼興今年愛加倍有三個慕道友在復活節禮拜受洗加⼊愛主的⼤家庭。愛加倍團契特別的
地⽅在於⼤部分的同⼯都積極參與教會的服事，同⼯多服事於於台語敬拜團、兒童主⽇學及教會其
他部⾨的事⼯。注重查經和夫妻/親⼦關係。2018 年因為 AWANA program 的開始, 我們邀請了許
多 VIP 家庭, 希望福⾳的種⼦慢慢動⼯，在不久的將來感動這些家庭歡喜收割.
⽣命加倍團契:
 ⽣命加倍團契⼋⽉前每⽉有四次在主⽇ 11:30am-12:30pm 聚會, 由李煥彬⾧⽼擔任輔導。每⽉⼀次
禱告會、⼀次專題討論、兩次查經。 團契分為三組：東區，西區，與單⾝, 東區組⾧為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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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單⾝組⾧為 John Tseng，西區組⾧為 Jason Chen。平均⼈數約 15-20 ⼈左右，約 90%是受
洗五年以上的基督徒, 30%是穩定參與服事的同⼯。在固定聚會外，開始兩週⼀次週六晚上 12 次的
親密之旅課程，由 Pam Chen, Patty Chen, Jason Chen 在培訓師 Jenny Wu 的帶領下完成。 平
均學員 10 ⼈，4 位福⾳朋友。7 ⽉開始, 第⼀次週六晚團契聚會(7pm-9pm)，⼋⽉開始固定每⽉兩
次。聚會時間改為週六晚後，星期天就可以參加華語堂的主⽇學, 週間也有⼩組時間。⽣命加倍也與
其它團契有聯合活動, 主要交流的團契有愛加倍夫妻團契和恩愛團契。團契參與招待服事與午餐的服
事, 並固定在第⼆個主⽇帶領華語堂敬拜, 之前需要其他主領的⽀援。但從第三季開始, 由 Brett Lee
與 Frank Xue/Helen Lan(與 Wendy Lin ⼀起協帶), 每兩個⽉輪流帶領敬拜。
展望 2019：
愛加倍夫妻團契：
 我們希望在 2019 年更加強團契⼩組關懷的⼯作，彼此更加渴慕在神的話語上得到造就, 也希望透過
AWANA 和親⼦課程可以接觸到更多的福⾳朋友。
⽣命加倍團契:
 團契的⽬標: a. ⿎勵維持週間⼩組，利⽤⼀些書籍或教材，來維持週間⼩組的交流。b. ⿎勵更多⼈
參加主⽇學，⿎勵參與更多的團契和教會服事 c. 透過各樣團契活動或私下聚會讓弟兄姊妹與新朋友
得到歸屬和認同感並願意穩定參加聚會 d. 2019 年團契週六晚的聚會可以穩定下來, 希望著重於屬靈
的成⾧, 也會積極地邀新朋友與作外展的事⼯。

第六牧區報告

汪明慧平信徒區牧

回顧 2018：
本牧區包括⼆個團契：彩虹團契、⽣命樹團契
 彩虹團契：每⽉有三次的週五⼩組聚會，平均出席⼈數在 30-45 名，分成四組。聚會內容依照⼩組
的需要分為查經、「活潑⽣命」的讀經分享及⾨徒訓練。弟兄姊妹注重平⽇彼此的關懷、關⼼新朋
友、同時積極參與教會的服事及活動。
 ⽣命樹團契：每週五⼩組聚會，平均出席⼈數在 10-15 ⼈，聚會內容以先觀賞查經、⽣活講座等影
⽚，之後有分享及代禱。弟兄姊妹間的聯結密切 ，在⽣活上彼此關懷。
展望 2019：
使命：在神話語上扎根，推動⾨徒造就訓練，在⽣活中活出主的⽣命，建⽴合神⼼意的家庭、帶領更多⼈
來認識主。

第七牧區報告

曾慶南平信徒區牧

回顧 2018
 牧養團契 Fellowships
o ⽅⾈團契 15 ⼈
o 榮光團契 10 ⼈
 ⼀年⼀次的 Alpha 啟發課程 全⼒配搭教會傳福⾳及事⼯的服事
 積極且熱⼼參與教會主⽇招待及午餐的服事
展望 2019
 ⽅⾈團契 2019 年開始，安排每位弟兄姊妹帶領查經及領詩，讓每位弟兄姐妹都有受操練蒙裝備的機
會。
 榮光團契更加強內在⽣活的操練，彼此恆切合⼀禱告，愛主更深，廣傳福⾳，深知主在每位弟兄姐
妹⽣命中的旨意，為主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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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牧區報告

胡⼤衛牧師

回顧 2018
 牧區報告
o 常態聚會
 華語青年堂（週⽇上午 11:15-12:30）。
 牧區所屬的團契：
恩光團契（華語中學）
週五晚上 7:30-10:00 @ 教會
活⽔⼤專團契（華語⼤專）
週五晚上 7:30-10:30@ 教會
活⽔社青團契（華語社青）
週五晚上 8:00-10:00@ 教會
豐盛團契（華語社青）
週六晚上 7:00-9:00 @ 教會
同⼼夫妻⼩組（華語年輕家庭）
週六晚上 7:00-9:00 @ 教會
如鷹團契（華語堂）
週五晚上 8:00-10:00 @ 教會
o 事⼯：
 敬拜團由 Michael Lu 執事總負責，共三個敬拜團：For Jesus（Anson 主領）、α Ω
（Natasha Hsu 主領）、POP（Alice Ju 主領）
 继续推动门徒训练，在《造就宣教⾨徒》的異象下⾯，暑期共有 11 ⼈次参与國內外宣教，第
⼀次獨⽴差派短宣隊，並且第⼀次去到穆斯林難民中間傳福⾳。
 繼續推動恩光和活⽔⼤專的福⾳外展事⼯，訓練弟兄姊妹在⽣活中傳揚福⾳，為主作⾒證。
 開拓並建⽴新的年輕家庭⼩組－同⼼⼩組，進⼀步拓展和強化堂會的家庭事⼯。
 在社青中強化信仰進⼊社區，與世界展望會合作主辦了 6K 跑步募捐活動，為⾮洲缺⽔地區的
兒童盡⼀份⼼⼒，同時開始參與遊民⾷物發放服事。
 本地宣教：我們於今天 7 ⽉在 PCC 開拓了新的校園社團海鹽社（Chinese Sea Salt
Fellowship），透過這個社團向校園中的華⼈本科⽣傳福⾳。
 协办并参与《基甸 300III》营会（南加州⼤学⽣事⼯领袖营），學⽣領袖們受到裝備，並被激
勵成為校園的福⾳戰⼠。
展望 2019
 透過主⽇講台按卷解經講道，搭配主⽇學和團契查經，盼望推動⼤家在神的話語上紮根，打開屬靈
胃⼝；同時繼續配合全教會⼀起推動「活潑的⽣命」靈修材料，盼望⾧執、輔導、同⼯和會眾建⽴
穩定的靈修習慣。
 作主⾨徒：配合主任牧師的異象《⾨徒造就⾨徒，成為宣教⾨徒》，調整青年堂既有的事⼯，傳福
⾳和⾨訓相結合，使所有的事⼯都是朝向「宣教⾨徒」的⼤⽅向。
 南加州學⽣宣教：2019 年 1 ⽉ 18-21 ⽇將與海外校園、普世豐盛中⼼和其他教會⼀起舉辦「基甸
300|青年事⼯領袖營（四）」，希望能呼召年輕⼈以及對服事年輕⼈有負擔的⼈⼀起投⼊北美的華
⼈學⽣宣教運動，促进本教会⼤学⽣事⼯发展。
 南加台福青年福⾳營將於 2019 年 3 ⽉ 28-30 ⽇舉⾏，藉此機會向更多年輕⼈傳福⾳。
 坚固和发展年轻夫妻团契。
感謝牧區內⼀起同⼯的所有弟兄姊妹，能夠與你們同⼯，看到神透過我們的擺上⽽改變⽣命，實在是祝福！

第九牧區報告

王炳欽牧師

真善美團契
 真善美團契是由翁瑞瑛輔導帶領的姊妹團契，Charlene Chen 姊妹是⼩組⾧，這個團契的異象是全⼈
⽣命健康成⾧。每週五在教會聚會，成員多是本會同⼯。我們⽤不同的聚會材料來達到⽣命成⾧改變的
⽬的，今年我們⽤「親在⼈⽣路上」做⼈際關係的學習，並從秋季開使⽤「幸福學堂」影集，系列性探
討情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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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迦台福教會
 聖迦台福教會今年中因為原聚會場地出售，搬遷⾄附近的路德會聚會，聚會時間仍是主⽇上午。⽬前每
週平均 15 ⼈左右聚會。劉春美牧師因為丁昭昇⾧⽼健康問題轉為部分時間，同⼯會聘請洪曉茹傳道⾃
⼗⼀⽉起為教會全時間傳道，劉春美牧師轉為義務服事。
尊榮之家福⾳基督教會
 尊榮之家在 Glenkirk 教會的場地聚會已經進⼊第三年，⽬前每週平均聚會⼈數接近三⼗⼈。教會⽬前有
兩個⼩組，聖⼭⼩組與尊榮⼩組，都在週四聚會。我們期望明年藉著「幸福⼩組」做外展，讓教會聚會
⼈數平均達 40 ⼈。
台中關愛台福教會
 劉宏輝與雅莉傳道夫婦在建⽴的台中關愛教會已經進⼊第三年，藉著殷勤的探訪與關懷，以及連續兩年
的暑期聖經學校，現在教會每週平均聚會約 25 ⼈。我們期望藉著「幸福⼩組」帶社區裡的⼈信主，期
望明年聚會⼈具穩定超過 30 ⼈，晉升為⼀個獨⽴教會。

敬拜部⾨報告

吳宏資⾧⽼

2018 回顧
 ⾳樂敬拜同⼯訓練
 跨堂會敬拜成員協助
 重要器(:鍵盤)更新升等
 青少年交響樂團與成⼈詩班,兒童詩班連合演出
 詩班、管弦樂團進⾏外觸事⼯
2019 展望
 敬拜同⼯、⾳控訓練，安排教會的訓練會。⿎勵補助參加各個其他敬拜團體或教會的訓練會
 ⿎勵各個敬拜團隊的團員間的聯結及團契
 主堂⾳響更新及其它樂器更換
 與 Operation 部⾨搭配中堂講台更新及主堂聖誕及節的裝飾

媒體部報告

蔡喬瑩⾧⽼

2018 事⼯報告
 2018 執事：林嘉信、張維⾠
 印製 2018 年牧師、傳道、同⼯、⾧⽼及執事的簡介海報。
 更新牧師電腦三台，主堂電腦⼀台，⼩會堂電腦⼀台
 為⼤型的聚會增加錄影設備
 更新硬體⽂件服務器
 增加第⼆個伺服器軟件
 建⽴教會社群媒體的功能，張貼⼩組資料及教會活動
 將教會的聚會上網包括敬拜信息等
 建⽴、更新、維持教會 social media 的營運
 製作報告、活動、宣揚…等各式影⽚
2019 展望
 2019 執事：鄒民德、張維⾠
 更新牧師室與 Fellowship Hall 電腦
 增加⼩會堂錄影設備
 更新作業⽤電腦
 設置第⼆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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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影⽚增加敬拜
更新微軟 OFFICE
宣傳影⽚製作

裝備部報告

華孜孜⾧⽼

2018 回顧
 常規主⽇學課程： 台語堂，華語堂，青崇，和週六崇拜主⽇學， 除基要真理班，還有新的課程
如，：加拉太書， 以西結書，使徒⾏傳，耶穌的腳蹤，新約書信通讀，讀書班，和親密之旅等。
 聯合主⽇學: 四⽉份與宣教部合作 宣教⽉：邀請不同的宣教團體來分享異象， ⼋⽉份邀請謝禧明牧
師分享 「⽣命的更新與服事」。
 四⽉初舉辦主⽇學教師研討會
 推動⼀年讀經計畫。
2019 展望
 配合主任牧師異象，設計新舊約綜覽課程， 經⼀段時間巡迴， 對聖經有清楚的認識， 也幫助師資的
儲備。現階段英語堂尚無成⼈主⽇學課程，希望未來可以開始在這⽅⾯服事弟兄姊妹。

宣道部報告

柯逸鴻⾧⽼

活動
 宣教年會
o 於年底的華⼈差傳⼤會之後，我們繼續⿎勵普世宣教，讓洛福繼續⾛向宣教的教會。今年宣教⽉
的主題是-普世宣教、跨⽂化宣教、未得之民與家⾨⼝的宣教。我們很⾼興有泰國回來的宣教⼠
(David Chang)與⼤家分享信息。 經過這次⼤會、今年參加短宣的⼈數明顯的增加。
o 在主⽇學中，我們也介紹今年三個教會主要⽀持的事⼯，北伊拉克難民事⼯ （Habibi
International)、台灣西海岸與聖地⽛哥敘利亞難民事⼯ （Family Welcome Center)。我們撥
預算也差遣同⼯參加短宣。
o 我們繼續宣傳普世宣敎、讓洛福繼續⾛向宣教的教會。
 暑期短宣隊
o 台灣宣敎
 “Shipwrecked, Rescued by Jesus＂「沉船奇妙歷險」暑期聖經學校 (VBS) ，兒童事⼯主
任 Ruth Kuo 帶領 30 同⼯服事了 62 位來參加的兒童。 VBS 也是參加台灣暑假短宣隊員、必
須要參加的訓練課程。
 今年有 10 位隊員。從 7/1 ⾄ 7/14 有⼤約 150 位學⽣參加臺中與埔⾥⼆處教會的 VBS。在埔
⾥時，早上在忠孝國⼩下午在⾃⼰教會。今年的隊員有 Ruth Kuo, Randy Hsiao, Iris and
Isaiah Lu, Joshua and Caleb Sun, Debra Hsu, Danielle Wang, Elisha Chu and Eric
Zheng.
o Yun Hua Hong 參與普世豐盛中⼼的緬甸短宣。
o Ivy Chen, Shawn Chang, Innie Hua, Doris Chang, Shally Xu and Jane Wu 參加台灣西海岸
短宣。
o 牧師室、雅歌團契、彩虹團契、活⽔團契等同⼯們，多次組團參加聖地⽛哥敘利亞難民短宣。
o Melanie ⾧⽼帶⼥兒 Amanda 參加 A P U 的墨西哥短宣。
o 感謝神豐富的供應，今年所有奉獻⾜夠⽀持今年短宣所有花費、⼤約＄17,000。
o 2020 異象/植堂
o 巴拉⾺禱告站因多數同⼯撤回台灣，今年事⼯結束。
o 宏輝夫婦在台灣台中福⾳站進⼊第⼆年。教會預算繼續⽀持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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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尊榮之家今年慶祝五週年，張亞新傳到成為教會第⼀任全職傳道⼈。已成為經濟獨⽴的教會。
 2017 年美西華⼈差傳⼤會
o 我們與使者協會，國際⼤使命中⼼教會、洛杉磯國語浸信會，及橙縣華⼈浸信會⼀起承辦。在
2017 年 12 ⽉ 26 號到 29 號順利完成，參加⼈數達到 3,500 ⼈，我們教會有 200 多⼈參加。
o 我們為華⼈差傳⼤會設⽴的基⾦任仍剩餘 17,000，將成為未來短宣的經費。
⽀持
 海外
o 繼續⽀持許多宣教⼠和宣教機構。除了在泰國、印第安保留區、中國、緬甸、肯亞和台灣的宣教
⼯作，還有印尼的植堂⼯作。
o 北伊拉克難民事⼯ （Habibi International)、台灣西海岸與聖地⽛哥敘利亞難民事⼯ （Family
Welcome Center) 加⼊教會⽀持的宣教⼯作與預算內。
 觸外事⼯
o 療養院事⼯ - 今年維持 3 個療養院事⼯。
o 讚美操事⼯ - 今年仍是 4 個讚美操聚集點。
o ⽣命啟發課程 - 今年秋季課程剛開始、謝新⽣傳道第三年主要帶領。
o 兒童聖經學校 (VBS)
o 兒童聖經學校教材，供兒童事⼯及台灣宣教使⽤。
o 今年有 62 位本地孩童參加，有 30 位志⼯幫忙。
o Trunk ‘N Treat - 今年將在 10 ⽉ 28 ⽇星期⽇當天舉⾏，與去年相似有⾷物攤位、及多種遊戲。
團契部幫忙負責⾷物攤位。
宣道部同⼯
 委員
柯逸鴻⾧⽼
孫孝⿑執事
劉柏成執事
許琳婧執事
朱斯詠執事
劉妤萍主任
Alice Chen
宣教部預算
$33,600 是從教會⼀般奉獻⽀出，其他⽀持宣教⼠和宣教機構和暑期短宣之預算 $78,600 是從宣教
奉獻⽀出. 到九⽉底為⽌、宣教奉獻總計 $77,243. 請⼤家繼續為宣教事⼯代禱及奉獻⽀持，謝謝。

團契部報告

⿈祖德⾧⽼

⾧⽼：⿈祖德
執事：羅⼦甯、廖娟娟
2018 團契部回顧：
 ⽀持教會午餐餐盒服事
 各個團契活動的財務協助
 鞏固並⽀持英⽂學⽣團契的成⾧
 團契聚會⼈數記錄
 幫助各個團契之間的溝通
 團契間和牧師室之間的溝通
 協調年終同⼯感恩餐會
2019 團契部展望：
 繼續教會午餐餐盒服事
 使⽤團契聚會⼈數的數據來促進團契增⾧
 幫助各個團契之間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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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團契與牧師室之間的溝通
⽀持教會和團契退修會及財務協助
協調年終同⼯感恩餐會
願意與⾏政部⾨合作，評估是否能恢復在教會廚房烹煮午餐

關懷部報告

賴正⼦⾧⽼

2018 年回顧
 ⼀⽉份繼續發 2018 年洛福教會⽉曆共發 675 份
 ⺟親節贈送便當禮物共 375 份。
 ⽗親節贈送便當禮物共 242 份
 購買洗禮，迎新及關懷的 DVD 和禮物
 分發每⽉的 “活潑的⽣命”
 迎新事⼯及外展事⼯後新朋友的跟進
 探訪新朋友及關懷會友。
 訂購追思禮拜及特別活動的花卉
 ⽀持關懷總會
 ⽀持總會外地的分設教會
2019 年展望
 繼續加強 2018 年的所有事⼯。
 配合牧區制度關懷事⼯的落實。
 全⼒配合幸福⼩組推擴的關懷事⼯。
 關⼼總會。

兒童部⾨報告

郭妤萍主任

異象：通過培育⾨徒，愛的關係和神的話語來建⽴每個孩⼦的信仰。
讚美主！祂的名字是配得讚美！以下為回顧今年 CM 所有活動：
⽉份
活動
參與者
⼀⽉ (1 / 7 )
兒童⽉刊⼀⽉份後停刊
兒童部家⾧ 及教會所有的⼈
⼆⽉ (2 / 11)
農曆新年 慶祝活動
社區外展
四⽉ (4 / 1)
復活節洗禮
5 個孩⼦受洗
五⽉ (5 /13)
⺟親節特別照相活動
兒童部和⽗⺟
兒童詩班和愛加倍合唱團獻唱
愛加倍蒙特例學校兒童與家⾧
五⽉ (5 / 25)
五年級⼾外教學 – 家庭露營
12 名兒童和 16 名成⼈
六⽉ (6 / 11 - 15 )
暑期聖經學校
65 註冊學⽣和 35 名志願助教
六⽉ (6 / 17)
為慶祝⽗親節暑期聖經學校兒童 與青
30 兒童, 12 青少年
少年獻唱
⼋⽉ (8 / 5)
promotion 家⾧說明會
兒童部家⾧ 及教會所有的⼈
⼋⽉ ( 8 / 19)
Awana 教師/助理培訓
30 名教師/助理
⼋⽉ (8 / 27)
兒童部校外教學 – Cabrillo Marine ⽔ 65 名兒童及 25 名成⼈
族館
九⽉ (9 / 9)
AWANA 開始
〜94 名註冊的學⽣
九⽉ (9 /16)
九⽉ (9 / 15)

10 名三年級學⽣
20 名教師/幫⼿

聖經贈予典禮
北美華⼈基督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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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8)
Trunk or Treat 特別外展活動
兒童部家庭和外展
⼗⼆⽉ (12 / 16)
兒童詩班在療養院獻詩
社區外展
 在 2018 年實施項⽬：
o ⽬前兒童部⼈員：主⽇學教學團隊（45 名教師及助教），以及 10 位的時薪⼯作⼈員。
o 今年⼋⽉ 停⽌使⽤“重新思考-Orange 集團” 主⽇學的教材。
o 2018-19 年學年的兒童部主⽇學課程，改⽤ Awana 從早上⼗點到中午⼗⼆點半。⼀共有四組
o 提升主⽇學教學科技 像是投影機的使⽤或網路教學。. 在兒童部 ⼆樓有 六間教室設有六台電視
裝備, 敬請團契⼩組多加善⽤。
o 帶領臺灣短宣隊到臺中關愛教會及埔⾥臺福教會做宣教。兒童部 2018 ⽬標
1. 每週出席學⽣由 85 ⼈增⾄ 100 ⼈。
2. 邀請 5 年級學⽣的家庭來參與或帶領兒童部主⽇崇拜, 和 參加六⽉份的家庭露營。
3. ⿎勵每個孩⼦帶朋友來週⽇或外展活動，並與其好友分享這個好消息。
 兒童部 2019 ⽬標
o 每週出席學⽣由 100 ⼈增⾄ 120 ⼈。
o 邀請 5 年級學⽣的家庭來參與或帶領兒童部主⽇崇拜, 和 參加五⽉份的家庭露營。
o ⿎勵每個孩⼦帶朋友來週⽇或外展活動，並與其好友分享這個好消息。
o 擴⼤ VBS (⽬標是 70)and Awana (⽬標是 120) 的招⽣及外展活動。

管理部報告

伍偉昌⾧⽼

2018 事⼯報告
 2018 執事：莊恩明. 許綺砡
 2018 年 4 ⽉ 29 ⽇“愛我們的教會，清潔我們的教會”⼤掃除活動。
 完成交誼廳廁所整修
 停⾞場重新畫線
 修剪中庭的⼤樹及維修花園。
 教會衷⼼地感謝弟兄姊妹維護管理對待教會如同對待⾃⼰的家⼀般。
2019 展望
 2019 “愛我們的教會，清潔我們的教會”⼤掃除活動。
 停⾞場殘障設施合格
 評估教會短期和⾧期設施的需求和使⽤。
 改進過時的設備和公共區域。
 改進中庭的⼤樹及花園
 改進中會堂講台設計

財務報告

李煥彬⾧⽼

2018 重點








感謝同⼯每週計算奉獻的⾟勞。
感謝神的豐盛恩典，教會兄弟姊妹的熱⼼奉獻，以及各部⾨⽤⼼節儉開⽀。
衷⼼地感謝鐘嘉芝姊妹協助會計事誼及⿆沁歡執事級莊淑睛執事忠⼼的事奉及⾟勞。
定時提供⾧執會預算及開⽀報告。
⾧執會開會時提供茶點。
確保教會⽀出平衡，財務健康。
與管理公司協調有關每⽉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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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展望





⿎勵, 培養, 訓練義⼯。
維持財政確實及精準會計。
會計系統升級
評估網路奉獻的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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