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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生命的塑造

王鴻恩牧師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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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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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教師
休息室

賴美滿

週六晚崇拜（5:00-6:00pm 週六）
隱密處

林雪玉

119B

聖經研讀 - 約翰福音

詹雪貞

1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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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六 【題目】做好準備，迎接主再來
【經文】馬可福音 13：28 - 37
【講員】黃寶儀牧師


前言：人的生命必須結果子。

本週
堂會
講員
領詩
值星
音控
招待
迎新

華

台

王炳欽

週六

華

台

青崇

週六

孫主立 王炳欽 黃寶儀 陳明輝 王炳欽 陳輝立 陳明輝

曾文光

張維辰

俞杰

俞杰

榮光

慕義

郭克倫

杜月琴

主日餐盒服事

二﹑耶穌再來的日子沒有人知道

青崇

生命加倍 黃郁仁 ForJesus 約沙法

週三禱告會/敬拜

一﹑人子近了，會看見什麼事？

下週

Janet

蔡英惠

POP

黃寶儀

張富雄 李煥彬 張維辰

Janet

張富雄

Daniel

彩虹
俞杰

俞杰

鄔吉強

Team 1 故鄉情 生命加倍 慕義

Team 2 故鄉情

故鄉情 郭克倫 杜月琴

華青堂 / 英文堂
謝信生 / Katherine

故鄉情

華青堂 / 英文堂
汪明慧 / 彩虹團契

上主日人數及奉獻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一般奉獻 $25,773.39
547
216
71
兒童
成人
111
89
感恩
$190.00
兒童
658
305
71
宣教
$1,002.25
共計
愛心
$200.00 Santa Anita 療養院 57 人 / 長春大學 29 人
尊榮之家福音站 43 人 / 蒙市療養院 33 人
台中關愛福音站 33 人 / 永青療養院 62 人
聖迦福音站 22 人
總計
$27,165.64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台灣宣教$30.00、正道神學院$290.00

三﹑當存敬畏神的心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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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審判從神的家開始
贏得上頭來的獎賞，做好準備，迎接主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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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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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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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網址：www.efc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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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會
09:20-09:45

臉書：EFCLA
7

代禱事項
 為教會禱告：目前教會已經組成 18 個幸福小組，請為 BEST
的邀請，以及每一組同工的配搭服事禱告。為四月宣教月的崇
拜與聯合主日學的講員的邀請禱告。今年台灣短宣隊仍然會到
我們的植堂，台中關愛台福教會，以及埔里台福教會宣教。請為
短宣隊的招募禱告。求神幫助教會的十個牧區在今年都能達成
領人信主受洗的年度目標。三月份兒童事工將開辦洗禮班，報
名已經從這個月開始，請為要上洗禮班的兒童們禱告。
 為肢體禱告：為葉淑吟師母能盡快在 City of Hope 接受醫治禱
告。為身體欠安的弟兄姊妹們禱告。

 為世界禱告：在蘇丹五年的內戰中，據估計有多達一萬九千名
年齡在十八歲以下的兒童被迫參軍。自 2015 以來已經有近 3,000
名兒童被釋放。求神醫治這些被恐怖暴力傷害的孩子，讓他們在
耶穌裡找到醫治與平安。巴林是位於波斯灣的一個島國。雖然
該國對信仰採取相對寬容的態度，但是基督徒像伊斯蘭信徒傳福
音是不被允許的，而且改信基督教在當地仍然被視為一種背叛。
為巴林人信主禱告，也為那些面臨逼迫的巴林信徒禱告。為西
海岸華人差傳大會 2020 的計畫執行委員會禱告。從三月份開始
他們將開會籌備各項事工，也求神興起各部門所需要的同工。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請繼續為丁長老的身體代禱，求神使他的白血球指數回復至正常
值，並賜給他有好的免疫力。
 請為聖迦台福教會能有穩定的七戶愛主的基督徒家庭，願意委身
在教會，忠心服事代禱。
【尊榮之家台福教會】
 為 2/3 參加春節福音聚會的幾個家庭禱告，求神讓那些觀望者藉
著教會和幸福小組悔改、認識耶穌，為決志的艾艷姐妹及願意相
信的人加入幸福小組禱告；為尋找教會的弟兄姐妹能委身教會一
同興旺福音禱告。
【台中關愛台福教會】
 祈求神為我們成就今年的異象，5 人受洗，成人、年輕人共有 50
人經常聚會，求神賜我們信心禱告，每天提名為親朋好友祝福禱
告，邀請親友兒女加入教會，大家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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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 背誦經文


馬可福音 13：32-33
32 「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 33 ……..你們不曉得那日期幾時來到。
(讀經記錄
登記表)

全年讀完聖經一遍 進度表


02/10 日

 創 43、 伯 09、 可 13、

 羅 13

02/11 一

 創 44、 伯 10、 可 14、

 羅 14

02/12 二

 創 45、 伯 11、 可 15、

 羅 15

02/13 三

 創 46、 伯 12、 可 16、

 羅 16

02/14 四

 創 47、 伯 13、 路 1:1-38、

 林前 1

02/15 五

 創 48、 伯 14、 路 1:39-80、

 林前 2

02/16 六

 創 49、 伯 15、 路 2、

 林前 3

本週 讀經/靈修進度 – 活潑的生命


日期

經文

默想的問題

02/10 日

馬可
13:28-37

末日的審判近了，我們該做那些準備？

02/11 一

14:1-11

伯大尼女人打破玉瓶，把膏澆在耶穌頭上，你
認為她這樣做對嗎？

02/12 二

14:12-21

耶穌的門徒有人要賣他，如果有人背判你，該
怎樣處理？

02/13 三

14:22-31

當我們領受聖餐時，該用什麼心態去吃餅和
杯？

02/14 四

14:32-42

耶穌面對十字架的苦難，以禱告勝過，你如何
勝過你的困難？

02/15 五

14:43-52

耶穌被逮捕，門徒因懼怕逃跑，現今有人逼迫
你不能信耶穌時，你會用什麼態度去面對？

02/16 六

14:53-65

宗教領袖為什麼讓人用假見證控告耶穌？你曾
被誣賴嗎，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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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報告事項
 洗禮：本主日華語堂崇拜中為羅文禹、于善靜施洗，求神繼續
堅固他們的信心。
 特別報告：教會中庭午餐領取處將設有『尊榮優先通道』，敬
請弟兄姊妹禮讓 80 歲以上長輩、或行動不變的弟兄姊妹優先
領取午餐，謝謝合作。
 攝影講座：本主日下午 1:30 在中會堂舉行，幫助大家在平面
拍照及動態攝影的基礎建立，透過相機、手機玩出新意，藉以
參與服事，有興趣的弟兄姊妹請向辦公室報名參加。
 會議：本主日下午 1:30 在 109D/E 教室召開小會，敬請所有牧
長準時出席參加。
 姊妹會：將於 2/15 週五上午 10 點在 109A/B 教室聚會邀請劉
王仁美師母(劉富理牧師娘)分享『從虛空到豐盛的人生；傳道
書 1:2；12:1、13』，歡迎弟兄姊妹一起參加。
 幸福小組：教會備有「幸福到你家」、及「幸福破冰王」，
兩本書一套$20，敬請踴躍向牧師室洽購。2/16 週六晚崇拜、
及 2/17 主日崇拜中，舉行幸福小組啟動典禮，敬請所有幸福
小組同工出席參加。
 兒童事工報告：2/24(主日)上午 10:30 特邀牙醫師 Denny
Fang 來分享他的宣教經歷，歡迎參加。中午 12:45-2:00 在 2 樓
敬拜教室舉行 Awana 老師及助教會議，敬請準時出席參加。
兒童洗禮班將於 3/3、10、17、及 24(連續個 4 主日)上午 9:0010:00 及中午 12:30-1:30 在 2 樓教室上課，4/21(復活節主日)洗
禮，請孩童願意受洗的父母，請向 Ruth 主任報名(x16)。招
募 6/10-14 VBS 的義工，敬請 10 年級以上的青少年及成人於
2/28 前向 Ruth 主任報名參加 (x16)。
 心泉事工報告：教養兒女 12 堂親子課程已經開始，上課日期
為 2/23、3/23、4/27、5/25、6/22、7/27、8/24、9/28、10/26、
11/16、12/14，週六晚上 7-9 點在 109A/B 教室上課，報名費每
人 15 元，請上網報名 https://bit.ly/2GZniVk。
 台灣短宣隊：將於 7/1-7 前往台中關愛教會，7/8-14 前往埔里
台福教會，歡迎 10 年級以上受洗了的學生，或家庭(家長帶孩
子)，即日起開始到 2/28，請向柯逸鴻長老領取申請書報名參
加 Blantonkeh@y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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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動態：本主日胡大衛牧師前往羅省聖經宣道教會證道，請
代禱。
 洛福桌球隊：於 4/27/19 (週六)於 EFC Alhambra 台福和平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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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告事項
 總會婦女裝備會：於 2/11(週一)上午 10-12 點在教會的詩班教
室(109A/B)舉行，此次邀請陳敏欽牧師主講：『客旅生涯』，
會後備有午餐，歡迎參加。
 家庭更新協會 2019 年 LA 地區的國語恩愛夫婦營：將於 2/1618 總統節長週末在 Ontario 舉行。凡是希望讓婚姻生活更上一
層樓的夫婦們，以及願意接受家庭事工裝備的同工們，請及早
報名參加。您可上網下載報名表 www.cffcusa.org。
 台福總會報告：徵聘半職行政助理一名、半職財務助理一名，
詳細內容請至 www.efcga.org/Jobs 查閱。
 第六屆泛美華福宣教大會『銳意成長，變革承傳』：將於
4/24-27(週三-週六)在巴西聖保羅(Atibaia Residence Resort, Sao
Paulo, Brazil)舉行。在過去的四、五十年來，美國華人教會已
領受許多上帝的恩典，現在讓我們因著白白得來，也能多多給
予，同心合一，彼此激勵，一同領受主的使命，奔向列國萬邦！
早鳥優惠(在 2/28/19 完成兩步驟報名者)$370 元：報名費$50
元和會議費$320 元(含食宿與機場接送)。請自行上網報名：
www.panamericanocccowe.com.br。詳情請參閱教會公告欄，
或洽美國華福辦公室(626)285-0880；或
Email:cccowe.usa.office@gmail.com。
邀請您一起關注西南邊區最少聽聞福音群體
神為自己的榮耀，已經陸續興起一些主內弟兄姊妹參與西南
邊區 UUPG 不同層次的宣教。感謝主！China 21 目前剩下 6
個族群（雲南的納若，四川的明，廣西的啪與，貴州的卢、
龙家、羿子）還留在 UUPG 名單中。讓我們繼續祈求父神
不僅讓福音傳遍中國（不再有 UUPG），更要能夠處處深根
結果，很快從 UPG 名單下榜。屆時充滿不同文化色彩的讚
美主的歌聲將會隨時洋溢在各個山澗平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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