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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基督信仰

華語 (1:00-2:00pm 週日)
腓立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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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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台 【題目】要持守到底
【經文】希伯來書 3:1-19
【講員】孫主立傳道


前言：罪是極其狡猾的，它往往偽裝成為一個「愉快的機會」、
一個「歡樂的經歷」，或是一個「真正的快樂」。這個看
似是所謂的「機會」到頭來竟是一個陷阱；而片刻的歡樂
可能使人逐漸陷入；這些看似快樂的人事物，卻為你慢慢
帶來了絕望。

本週
堂會
講員
領詩
值星
音控
招待
迎新

華

台

孫主立

俞杰

方舟

新生

郭克倫

杜月琴

主日餐盒服事

週六

華

台

青崇

週六

A/O

約沙法

彩虹

蔡英惠

A/O

麥子

董文雄 JennyLo 張富雄 李煥彬 董文雄 JennyLo 張富雄

俞杰

週三禱告會/敬拜

青崇

孫主立 莊光梓 黃寶儀 王炳欽 王炳欽 胡大衛 王炳欽

生命加倍 蘇晉立

曾慶南

下週

Daniel

俞杰

俞杰

鄔吉強

Team 1 故鄉情 生命加倍 新生

Team 2 故鄉情

故鄉情 郭克倫 杜月琴

慕義 / 姊妹會
曾慶南 / 孫主立

故鄉情

愛加倍 / 喜樂一組
胡大衛 / 彩虹

上主日人數及奉獻
一、 持守到底是能定睛於耶穌

二、 持守到底是能忠心與順服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一般奉獻 $27,715.12
607
233
82
兒童
成人
114
90
感恩
$350.00
兒童
721
323
82
宣教
$792.73
共計
愛心
$275.00 Santa Anita 療養院 56 人 / 長春大學 27 人
尊榮之家福音站 23 人 / 蒙市療養院 34 人
台中關愛福音站 23 人 / 慈博療養院 18 人
聖迦福音站 14 人 / 永青療養院 33 人
總計
$29,132.85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正道神學院$390.00、淑吟師母$2,070.00

主日崇拜

三、 持守到底是能天天彼此勸勉

結論：唯有持續的定睛於耶穌、在信仰上對主忠心與順服、天天
彼此相互勸勉、鼓勵，才能持守到底繼續奔跑天路，直到
見主面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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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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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小組進入第四週，請為小組同工同心配搭帶
領小組禱告，請為 BEST 能繼續參加第四週的聚會禱告。兒童
事工洗禮班一共有九位報名參加，請為這些參加洗禮班的學員都
能完成洗禮班接受洗禮禱告。一共有五位青少年，一位社青參
加本期的英文洗禮班。請為這些人都能完成洗禮班並在復活節主
日接受洗禮禱告。華語活水大專團契的幸福小組租用 Pasadena
Fuller 神學院學生宿舍的活動室作為幸福小組的聚會場所，請為
場地使用順利禱告。目前有兩位學生表示將加入七月的台灣西
海岸短宣，請為短宣人員的招募禱告。成人詩班正加緊練習復
活節的音樂崇拜，請為詩班的指揮與成員禱告。

本週 背誦經文


希伯來書 7：22
22 既是起誓立的，耶穌就作了更美之約的中保。

全年讀完聖經一遍 進度表

(讀經記錄
登記表)



03/10 日

 出 21、 伯 39、 路 24、 林後 09

03/11 一

 出 22、 伯 40、 約 01、 林後 10

03/12 二

 出 23、 伯 41、 約 02、 林後 11

 為肢體禱告：葉淑吟師母的檢查還在進行中，請繼續為淑吟詩
母得醫治禱告。為身體欠安的弟兄姊妹們禱告。

03/13 三

 出 24、 伯 42、 約 03、 林後 12

03/14 四

 出 25、 箴 01、 約 04、 林後 13

 為世界禱告：自從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又支持烏克蘭東部的反
政府軍事行動，俄烏兩國的關係持續惡化。最近俄羅斯又被指控
違反兩國停火協定。求神讓和平降臨這兩個國家。米亞那人居
住在印度西部鄰近巴基斯坦的省份，人口約七萬兩千人。他們都
是伊斯蘭教徒，沒有任何基督徒。他們與住在該地區的印度教徒
關係和諧。求神感動基督徒用神的愛向米亞那人外展。

03/15 五

 出 26、 箴 02、 約 05、 加 01

03/16 六

 出 27、 箴 03、 約 06、 加 02

本週 讀經/靈修進度 – 活潑的生命


日期

經文

03/10 日

希伯來書
6:1-12

我要如何看見軟弱弟兄姊妹的需要，幫助他
能夠生命有所成長？

03/11 一

6:13-20

上帝賜給亞伯拉罕什麼應許？如何成就在我
自己身上？

03/12 二

7:1-10

我們從大祭司耶穌那裡得著什麼恩典？我們
應當如何獻上感恩？

【尊榮之家台福教會】
 求神越過我們的卑微和軟弱，使用幸福小組，加贈我們傳揚福音
的熱情，學習彼此相愛和彼此擔待；求神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教
會，同時求神將禱告的人天天加給教會。請代禱。

03/13 三

7:11-22

為什麼耶穌是「更美之約的中保」？我們要
如何感謝祂？

03/14 四

7:23-28

永遠的大祭司有那一些特點？

【台中關愛台福教會】
 請為 3/12 開始的喜樂小組禱告，期待更多親朋好友、長輩們一
同參加。請繼續為廖榮基、程惠鈴、張楊月里、謝俊樂、涂永棠、
李媽媽身體恢復健康禱告，求主完全醫治。

03/15 五

8:1-13

我要如何藉著聖靈更深明白神的旨意並順服
祂？

03/16 六

9:1-10

我是否常常為家人懇求，使我有清潔的良
心？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請為聖迦台福在西區洛杉磯的福音拓展代禱，目前小茹傳道接觸
到西區最大的孩子中文學校，裡頭大約有 300 個華人家庭。盼望
未來能在當中撒下福音的種子，求神賜給小茹有智慧、能力來向
他們傳講基督全備的福音，領人歸主。

6

默想的問題

3

教會報告事項
 洗禮：林德昀傳道於 3/3 上主日下午在蒙市療養院為譚關錦
英姊妹施洗。本主日在華語堂為周忠琼姊妹施洗。求神堅固
她們的信心。
 兒童事工報告：兒童洗禮班連續 4 個主日上午 9:00-10:00 及
中午 12:30-1:30 在 2 樓教室上課，4/21(復活節主日)洗禮，請
代禱。VBS 暑期聖經學校將於 6/10~14 (週一~週五)晚上
6:00-8:40 在教會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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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會：將於 3/15 週五上午 10 點在 109A/B 教室邀請簡英材
博士分享『標竿人生』，歡迎弟兄姊妹一起參加。
 會議：3/17(下主日)下午 1:30 在中會堂召開擴大長執會，敬
請牧師、傳道、區牧、長老、執事、輔導、主席、小組長出席
參加。會後接著召開小會，敬請牧長參加。
 全教會大掃除：將於 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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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受難記念：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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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一起參加聯合聖餐。
 復活節洗禮及獻兒禮：將於 4/20(週六)晚崇拜、4/21(主日)華
青、台、華崇拜中舉行，願意受洗及獻兒的弟兄姊妹，請向區
牧-黃寶儀牧師(週六晚崇拜 ext.13)、胡大衛牧師(青崇 ext.20)、
孫主立傳道(台 ext.14)，及謝信生牧師(華 ext.17)報名。
 愛心奉獻：小會 2/10 開會決議以 1 萬美元為上限的愛心奉獻，
幫助淑吟師母(張典育牧師的師母)的醫療費用。即日起至
12/31，敬請有負擔的弟兄姊妹，為淑吟師母愛心奉獻，支票
抬頭請寫 EFCLA，備註 – 淑吟師母。
 暑期短宣：台灣西海岸宣教將於 7/20-8/2(可任選參加 1 週或 2
週)前往，邀請 16 歲以上的基督徒，願意在國中學生英文營會
中教導英文的弟兄姊妹報名參加。詳情請洽柯逸鴻長老
blantonkeh@efc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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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福小組後援會：將於本主日、及 3/24、4/14 主日下午 1:002:30 在 118 教室舉行，會中弟兄姊妹可分享小組的心得或問題
討論，能夠彼此激勵，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出席參加。
 慈善路跑募款活動：世界展望會 World Vision 為全球缺乏乾淨
水源的國家舉辦 Global 6K for Water 的慈善募款路跑活動。本
教會以 EFCLA 名義參加，限 100 人內參與。活動將於 5/4(週
六)上午 8 點在 Rosemead Park 舉行，報名費用每人$50，弟兄
姐妹可以直接到 World Vision 官網 Worldvision6k.org 報名。此
次教會的募款目標是$3,000，若有任何問題，請洽教會辦公室。

其他報告事項
 愛加倍蒙特梭利學校 Agape Montessori School 園遊會：將於
3/30(週六 10am-12pm) 在教會舉行，活動有騎小馬、迷你動物
園、兒童唱遊、現場音樂演奏、點心品嘗、手工藝品，及玩遊
戲送獎品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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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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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費用$420 元：報名費$50 元和會議費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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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我們的 UUPG 名單又有 2 個族群進階為 UPG。求
神讓我們可以積極參與 17 個 UPG 族群的宣教服事：幾個認
領的教會弟兄姊妹連結一起服事，出禱告、出錢、出人。不
在乎教會的大小、只在乎服事的心志大小；緊張的氣候絕不
會改變 神愛萬民的心，福音必定會更大廣傳。你願意在其
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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