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1-3 月 台/華/青崇/週六成人主日學
台語（10:00-11:00am 週日）
路加福音(下)

周明成/蔡英惠/李啟成/高慶華

118

當但以理書遇上啟示錄

許清泉/莊守平/葉敏明
林淑姿/黃玉清

119B

但以理書研讀

黃立四/楊敏如/連憲仁

119D

屬靈生命的塑造

王鴻恩牧師

119E

台語詩班

陳珍如/郭雋律

109A/B

華語青崇（10:00-11:00am 週日）
歸納法查經 – 以弗所書
聖經好好吃

Felix Chen

119C

Blanton Keh

109D/E

華語（11:30am-12:30pm 週日）
孫孝齊/張超舜/陳善純
邱志榮/莊光梓

圖書室

雅歌中的情愛神學

謝挺

118

華語詩班

王玉文

109A/B

《親密之旅》
情感智慧與自我成長課程

華茵/林美如

109D/E

聖經 - 新約 (廣東話)

林德昀

119C

親子動力學

汪明慧/楊立新/許瑗琦

119E

基要真理-認識基督教

華語 (1:00-2:00pm 週日)
路加福音/腓立比書

教師
休息室

賴美滿

週六晚崇拜（5:00-6:00pm 週六）
琴與爐
在敬拜中默想神的話

Jason & Ivy Hu

119B

聖經研讀 - 約翰福音

詹雪貞

119C

隱密處

林雪玉

11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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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崇 【題目】做主門徒，見證耶穌
【經文】使徒行傳 1：8
【講員】胡大衛牧師


摘要

本週

下週

堂會
華
台
青崇 週六
華
講員 王炳欽 王炳欽 胡大衛 王炳欽 王炳欽
領詩 麥子 陳惠玲 POP 黃寶儀 生命加倍
值星 謝芳蕙 李滋芬 Jenny L 董榮爵 謝芳蕙
音控 俞杰
俞杰
吳祚裕 俞杰
招待 如鷹
雅歌 Team 1 故鄉情 如鷹
迎新 郭克倫 杜月琴
故鄉情 郭克倫
主日餐盒服事
週三禱告會/敬拜

彩虹團契
胡大衛 / Katherine

台

青崇

週六

王炳欽 胡大衛 黃寶儀
蘇晉立 ForJesus 約沙法
楊敏如 Gloria 董榮爵
俞杰

Daniel

雅歌

Team 1 故鄉情

杜月琴

故鄉情

福音團契
王炳欽 / 彩虹團契

上主日人數及奉獻
一般奉獻 $37,256.00
兒童
$18.00
感恩
$550.00
宣教
$1,792.58

總計

崇拜
572
79
651

成人
兒童
共計
Santa Anita 療養院 55 人
尊榮之家福音站 23 人
台中關愛福音站 19 人
聖迦福音站 13 人
$39,616.58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主日學
91
63
154

禱告會
39
39

代轉：台灣宣教$15.00

主日崇拜
09:45-11:00
10:00-10:50
11:00-12:30
11:15-12:30
11:15-12:30
12:30-

華語崇拜（大會堂）
兒童崇拜（2 樓）
英語崇拜（中會堂）
台語崇拜（大會堂）
華語青年崇拜（小會堂）
午餐交誼

主日學

09:20-09:45

11:30-12:30
11:00-12:00
10:00-10:50
10:00-11:00
10:00-11:00

09:15-09:50 (118)

週三禱告會
週六晚崇拜 6:30pm 禱告會

7:30-9:30pm 禱告會 (中會堂 # 115 )
5:00-6:00pm 成人主日學 ( # 119E )

7:00-8:30pm 英文青少年團契 (2 樓)
7:00-8:30pm 華語成人晚崇拜 ( 大會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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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會

6:15-7:00pm 晚餐交誼 ( # 119 )
7:00-8:50pm 兒童團契 (2 樓)

7

代禱事項
 為教會禱告： 求神興起洛福教會為祂作見證，在新的一年
裡帶領超過百人歸向耶穌。 求神賜下合一的心志給洛福教
會的弟兄姊妹，讓大家有一樣的心志向他們的家人、親人、同
事、朋友、鄰居等傳福音。 為 1/13 舉行的幸福小組訓練禱
告。求神幫助幸福小組的組員們都學會作見證與用一般人能懂
得語言分享信息。 為在 Santa Anita,、Monterey Park、永青、
慈博四個療養院服事的弟兄姊妹禱告，求神加添他們的愛心，
也將福音傳給這些長輩們。 為新一季的成人主日學老師，
以及兒童 AWANA 的老師們禱告。
 為肢體禱告：為身體欠安的弟兄姊妹們禱告。
 為世界禱告： 在阿富汗有超過一百萬人羅患憂鬱症，而其
中大多數是女性。據估計在阿富汗自殺的人當中超過百分之八
十是女性。求神保護阿富汗的女性免於精神、暴力與強制性婚
姻的痛苦，求神醫治那些在苦難中的阿富汗女性。 迪究與
羅哈文是住在索馬里的一個部族聯盟。但是隨著部族聯盟的裂
解，在當地的福音工作正面臨巨大挑戰。求神在這些大多數信
奉伊斯蘭教的迪究-羅哈文人當中灑下福音的種子，軟化他們
的心好接受福音。 為美國再一次經歷大規模的屬靈復興禱
告。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請為丁長老的化療代禱，求神賜下憐憫與恩典在祂的僕人身上。也
請為小茹傳道近日來搬家代禱，目前已就定位，未來將在新住處舉
辦幸福小組、查經班，請代禱。
【尊榮之家台福教會】
 為 2019 年的核心同工團隊禱告，求神藉著同工團隊將合一的
傳福音心志賜給我們；為我們在預備中的幸福小組禱告，上半
年盼望有兩個小組，現在還需兩位同工，求神預備有負擔的弟
兄姐妹。
【台中關愛台福教會】
 2019 新的一年，讓我們一起同心同行天路；將神託付的大使
命，傳揚福音、拯救失喪的靈魂，使更多人認識主、歸向主。
6

本週 背誦經文


馬可福音 4：18-19
18 還有那撒在荊棘裡的，就是人聽了道， 19 後來有世上的思慮、
錢財的迷惑，和別樣的私慾進來，把道擠住了，就不能結實。

全年讀完聖經一遍 進度表


01/06 日

 創 06、

 拉 06、 太 06、 徒 06

01/07 一

 創 07、

 拉 07、 太 07、 徒 07

01/08 二

 創 08、

 拉 08、 太 08、 徒 08

01/09 三

 創 09-10、  拉 09、 太 09、 徒 09

01/10 四

 創 11、

 拉 10、 太 10、 徒 10

01/11 五

 創 12、

 尼 01、 太 11、 徒 11

01/12 六

 創 13、

 尼 02、 太 12、 徒 12

本週 讀經/靈修進度 – 活潑的生命


日期

經文

默想的問題

01/06 日

可
2:23-3:6

信仰的精義乃是生命而非形式，這如何提醒我
現在的信仰生活？

01/07 一

3:7-19

耶穌揀選門徒乃是要差遣他們去傳道，我是否
忽略了這個使命？

01/08 二

3:20-35

耶穌被人認為癲狂，卻帶來拯救，我們很正常
卻失去愛人靈魂的心？

01/09 三

4:1-20

四種種子的比喻，你我是那種種子呢？

01/10 四

4:21-29

耶穌教導我們要聽，今天在這個資訊嘈雜的世
界裡，如何能更好的聽耶穌的聲音？

01/11 五

4:30-41

從芥菜種的比喻我們如何思想今日神的國？

01/12 六

5:1-20

格拉森的人曾經離耶穌非常近，但因著看重利
益而失去永生，這如何提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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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年堂重點報告
 會議：本主日下午 1:30 在中會堂召開長執會，請長老、執
事出席參加。下午 2:15 請牧師、傳道、區牧加入參加長執
會。會後接著召開小會，敬請牧長留步參加。
 幸福小組：1/13(下主日)下午 1:30 在中會堂舉行訓練會，幫
助弟兄姊妹學會在幸福小組中做見證，及分享信息。2/3(主
日) 下午 1:30 在中會堂的訓練會，將提供弟兄姊妹預備精美小
禮物及點心的點子。另有幸福小組模擬演練。敬請弟兄姊妹預
留時間參加。

教會報告事項
 聖餐及愛心奉獻：於週六晚及本主日台語、華語、英語及華青
崇拜中舉行，敬請弟兄姊妹預備心參加。
 同工就任：於週六晚、本主日台語、華語、華青、及英語崇拜
中，舉行同工本年度牧養同工，及長執同工就任，請各位同工
預備心出席參加。
 2019 年全教會靈修教材『活潑的生命』：請各團契代表於
本主日中午 12:30 到辦公室領取 2019 年 1 月份的靈修教材。
教會另加訂的教材還有 3 本華語版，若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請盡速前向辦公室登記繳費。本年度中英文『活潑的生命』
靈修教材全教會訂購數目共達 224 本。
 兒童事工報告：本主日 Awana 恢復上課，敬請所有家長留
意。1/19/2019 (週六) 上午 9 點開始，在 Fullerton 的 Grace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舉行 Awana 事工研討會，請為教會共有
約 15 位老師及助教參加，請代禱。
 姊妹會：將於 1/11 週五上午 10 點在 109A/B 教室分享『活潑
的生命』，歡迎弟兄姊妹一起參加。。
 洛福桌球隊招兵買馬集訓啦：請所有接到通知的隊員自 1/13

至 4/20，每週日下午二時至五時於 129D 桌球室練球，歡迎有
興趣參加評選的男女球友來參選！4/27/19 (週六)於 GLTTC 舉
辦一年一度的台福總會盃乒乓球團體賽，希望大家來觀戰，加
油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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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部報告：1 月底將印出 2018 年奉獻收據，若弟兄姊妹有

搬家，請到辦公室變更地址。

其他報告事項
 LTI 冬季課程開始報名：尼希米記查經/劉王仁美師母 (1/10-3/7
每週四晚)，《贏在扭轉力》傑出經理人篇/孔毅老師 (1/11-13 週
末密集班)，成為健康的事奉者/許司提牧師(1/15-3/5 每週二晚)，
《戲如人生》從宮廷劇學常見心理障礙/林慈敏博士 (1/19 週六
密集班)，全人醫治事工/劉富理牧師 (2/2，16，22-24 密集班)，
Kairos《把握時機》宣教門訓 (2/8-10 & 2/22-24 週末密集班)。eCampus 課程 (一律 1/21 開始上線)：e-原生家庭探討、e-福音神
學、e-原文釋經好處多、e-靈命造就、e-跨文化服事。詳細課訊
請瀏覽 www.Les.edu/LTI，或電洽：(626)571-5111，lti@les.edu。
 2019 南加州台福牧者長執同工研習會：將於 1/19(週六)上午九
時至下午三時，在洛福基督教會舉行。敬邀牧者、長執們務必
預留時間參加，也邀請非當任長執的弟兄姐妹們踴躍參加。研
習會內容包括：敬拜讚美、會牧勉勵、性侵擾防範條例的說明
與教導、居安思危-教會的防災應變、「21 世紀的基督徒教育」
信徒裝備、台福歷史、法規與運作，分組討論包括牧師、長老、
執事、主日學、團契小組、財務 /稽查及問題討論 Q&A。

邀請您一起關注西南邊區最少聽聞福音群體
使徒行傳 17:26 「祂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
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讓我們為神在各地所
設立的原住民禱告，當他們被建立的時候，將帶來靈界極大
的釋放，不僅勇敢承認自己並赦免他人過去的罪惡，更得醫
治、釋放、尊榮、馨香的新生命，與該地上的各個族類合一
相處，彼此攜手走天路。這包括我們多時以來所關心的
China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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