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月份 宣教月 
週六/華/台/華青 特別講員 

日期 主題 堂會 時間 講員 
4/6 (六) 

門訓 

週六晚堂 晚上 7:00 張典育牧師 

4/7 (日) 
華語堂 上午 10:00 郭振游教授 
台語堂 上午 11:15 張典育牧師 

華青崇拜 上午 11:15 郭振游教授 

4/13 (六) 

全地宣教 

週六晚堂 晚上 7:00 許震毅牧師 

4/14 (日) 
華語堂 上午 10:00 

周淑慧牧師 
台語堂 上午 11:15 

華青崇拜 上午 11:15 范漢威弟兄 

4/20 (六) 

歡慶復活節 

週六晚堂 晚上 7:00 柯逸鴻長老 

4/21 (日) 
華語堂 上午 10:00 

王炳欽牧師 
台語堂 上午 11:15 

華青崇拜 上午 11:15 Tracy Tong 姊妹 

4/27 (六) 

名人講座 

週六晚堂 晚上 7:00 
朱正中長老 

4/28 (日) 

華語堂 上午 10:00 
台語堂 上午 11:15 

英文/華青 
聯合崇拜 

上午 11:00 Mkram Shahati 牧師 

台/華/華青 聯合主日學 

 

 

 

 

 

 

 

 

 

 

 

 

 

 

 

 

 

 

 

 

 

 

 

 

 
 

  

 

  

 

日期 堂會 時間 主題 講員 

4/7(日) 
台語/華青 上午 10:00 

台灣西海岸事工 梁經綸長老 
華語 上午 11:30 

4/14(日) 
台語/華青 上午 10:00 

中亞宣教 張典育牧師 
華語 上午 11:30 

4/21(日) 
台語/華青 上午 10:00 Habibbi 

International 
Wiily Tan 弟兄 

華語 上午 11:30 

4/28(日) 
台語/華青 上午 10:00 

Syrian Refugee 
Mkram Shahati 牧師 

華語 上午 11:30 Dan Bender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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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崇 【題目】信與得救的根基 

  【經文】希伯來書 4:14 - 5:10 
  【講員】林信良長老 

希伯來書 4:14-16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

所承認的道。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

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

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希伯來書 5:1-10 ,  
凡從人間挑選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辦理屬上帝的事，為要獻上禮物和贖罪

祭 。 他能體諒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為他自己也是被軟弱所困。 故此，他

理當為百姓和自己獻祭贖罪。 這 大祭司的 尊榮，沒有人自取。惟要蒙上帝所

召，像 亞倫 一樣。  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榮耀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說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就如 經上 又有一處說：「你是照

着 麥基洗德 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

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誠蒙了應允。 他雖然為兒子，還是

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 他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

根源， 並蒙上帝照着 麥基洗德 的等次稱他為大祭司。 
 
大綱 
1.  祭司，大祭司， 和希伯來書教會何干？和你我何干？ 
 
2.  獨一無二的大祭司 - 耶穌基督 
他的身份 

他的經歷 

他的體恤 

他的等次 
 
3.  他自身成為了祭物 
 
4.  信與得救在於耶穌基督 

 

主日回應表 

（請在奉獻前完成此頁，並放入奉獻袋中）                                 
 

姓名：   電話：     

電郵：         

您是第幾次參加聚會：  
 1st     2nd     我經常參加     會員 

今天我的決定: 

我邀請耶穌成為我的救主     我重新委身基督信仰 

我想要與牧師或輔導協談 

我想更多參予或所屬團契: 

團契生活： 恩光高中     活水大專     單身職青  

  年輕家庭 

聖經學習： 受洗課程 成人主日學 

教會服事： 主日迎新     會前準備      會後整理 

  兒童事工     其他： 

我想進一步了解：  

如何與基督建立關係？     如何禱告與讀經？ 

其它 

需要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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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週  下 週 

堂會 華 台 青崇 週六 華 台 青崇 週六 

講員 謝信生 謝信生 林信良 謝信生 王炳欽 王炳欽 胡大衛 王炳欽 

領詩 約沙法 何恭孝 POP 約沙法 張益瑞 黃永富 POP 麥子 

值星 葉勝賢 董文雄 Gloria 張富雄 謝芳蕙 董文雄 Gloria 張富雄 
音控 俞杰 俞杰 

Team 2 
Daniel 俞杰 俞杰 

Team 1 

鄔吉強 
招待 彩虹 新生 故鄉情 如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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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瑟 /喜樂二組 恩典 / 恩慈 
週三禱告會/敬拜 王炳欽 / 孫主立 孫主立 / 孫主立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一般奉獻  $14,803.60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13.62 成人 544 172 72 
感恩              $568.00 兒童  111  86  
宣教  $751.87 共計 655 258 72 
愛心              $100.00 Santa Anita 療養院 55 人 / 長春大學 28 人 
 尊榮之家福音站 20 人 / 永青療養院 31 人 
 台中關愛福音站 22 人 / 慈博療養院 15 人 
  聖迦福音站 19 人  
總計 $16,237.09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正道神學院$50.00、淑吟師母$1,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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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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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樓)  

  教會網址：www.efcla.org            臉書：EFCLA 

代禱事項 
 為教會禱告：幸福小組進入第六週，主題是禱告，目的要

BEST 開始學習向耶穌禱告，經歷神的帶領與作為，求神幫助

BEST 都能開始禱告，並且喜歡禱告。4/27, 28 朱正中長老將在

崇拜中擔任名人講座的第一位講員，這將是幸福小組的 BEST 第

一次參加崇拜，求神使用當天的敬拜與朱長老的信息，讓 BEST
喜愛參與崇拜，繼續參與崇拜。本會贊助的世界展望會的清潔

水源 6K 路跑募款活動已經展開。教會計畫募集 3000 美元，請為

我們能一起關注這個活動，並遠遠達成募款目標禱告。英文學

生團契與華語青年家庭團契將於國殤日長週末舉行退修會，求神

幫助他們場地的尋找、節目的安排，並讓許多學生與家庭都參加

他們的退修會。 
 為肢體禱告：請迫切為丁昭昇長老的腫瘤得醫治禱告。為身

體欠安的弟兄姊妹們禱告。 
 為世界禱告：全球各地的離婚率都在上升，而結婚率卻在下降。

中國政府就頒佈了一個月的〝冷靜期〞讓提出離婚申請的夫婦有

機會撤銷他們的離婚申請。求神讓人們因為聽信福音而使他們的

生活與婚姻都得以恢復。班加人是印尼的一個少數民族，佔總

人口的 1.7%。班加人絕大多數都是伊斯蘭教徒。班加人如果信

基督會面臨失去家人、朋友、社會地位、工作的危險。求神軟化

班加人的心對福音開放，求神堅固班加人基督徒的信心。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請繼續為丁昭昇長老的身體代禱。他的脊椎腫瘤電療治療比較危

險，將會影響膀胱、腎臟、及腸胃的神經，也可能會有嘔吐或腹

瀉的情況，請各位主內家人迫切為他代禱。 
【尊榮之家台福教會】   
 感謝神帶領 5 位 Best 來參加，求神使現有 Best 穩定參加、並繼

續加增 Best，和弟兄姐妹傳福音的熱情，賜福每位同工的家庭、

工作、學習和事奉。本次幸福小組的代禱期待：每次至少有兩個

家庭以及四位同工參加，結束前後有四位 Best 決志、2 位受洗。 
【台中關愛台福教會】 

 請為李媽媽、涂永棠、程惠鈴、張楊月裡、謝俊樂，及晚上睡眠

障礙的弟兄姊妹禱告，懇求垂聽禱告的神憐憫醫治親自看顧。 

6 3 



青年堂重點報告 

 『回家』福音聚會：將於 4/5(週五)晚上 8-10 點在小會堂舉行，

邀請郭振游教授主講，聯絡人：胡大衛牧師 6/450-7676 x20。 

教會報告事項 
 牧者動態：本主日胡大衛牧師前往尊榮之家基督教會證道，請

代禱。 
 幸福小組後援會：本主日下午 1:0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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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事工報告：3/31(下主日)中午 12:20 在 2 樓敬拜教室舉行

1-3 月份的慶生會，歡迎參加。4/14(主日)下午 12:45-2:00 在

兒童 2 樓敬拜教室舉行 VBS 及台灣短宣隊的義工集訓。

4/21 復活節主日有特別外展活動：上午 10-11 點耶穌復活的

奧秘，11-12 點 DIY 創作手工藝品及尋蛋遊戲。下午 1:30-5:00
受洗禮。敬請踴躍邀請孩童來參加。 

 全教會大掃除：將於 3/31(下主日)下午 1:30 開始大掃除，各團

契小組負責區域張貼於佈告欄，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一起來潔

淨神的殿我們的家。 
 『屬靈進深的秘訣』研習會：由基督使者協會、洛杉磯台福基

督教會、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合辦，邀請郭振游教授主講，將

於 4/6(週六)上午 9:30 到下午 5 點在教會中會堂舉行，每人報

名費$10(含講義、午餐)，報名請洽基督使者協會培訓報名網

頁 https://goo.gl/daG8ec，或向教會辦公室報名 6/450-7676 x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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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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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募款路跑活動。本教

會以 EFCLA 隊名參與，隊長 Benson Wang (王炳欽主任牧師)，
全隊募款目標$3,000，限 100 人內參加。活動將於 5/4(週六)上
午 9 點在 Rosemead Park 舉行，參加路跑者每人註冊費$50，

弟兄姐妹可以直接到 World Vision 官網 Worldvision6k.org 註冊，

搜尋隊名 EFCLA，弟兄姊妹也可以直接贊助，不用路跑。若

有任何問題，請洽教會辦公室。 

其他報告事項 
 2019 南加州基督徒聯合思親省墓禮拜：新春伊始，迎接溫暖

的季節，同時也感謝主耶穌為們世人死而復活。聯合思親省墓

禮拜，將於 4/13(週六)上午九點在 Sky Rose Chapel, Rose Hills 
(3888 Workman Mill Road, Whittier CA) 舉行 。本次主題「追

思三禮尊神敬祖」，由會牧謝建國牧師主理。我們熱切邀請各

位牧長同工與您們的親朋好友前來參加，一起感懷在我們生命

旅程中，往昔同行的故人。請將故人親友的相片與相關資料，

於 3/29(週五)前寄至電郵 ezjou1@gmail.com，以利統整編排投

影片。 

全年讀完聖經一遍 進度表 
 

03/24 日  出 35、 箴 11、 約 14、 弗 04 

03/25 一  出 36、 箴 12、 約 15、 弗 05 

03/26 二  出 37、 箴 13、 約 16、 弗 06 

03/27 三  出 38、 箴 14、 約 17、 腓 01 

03/28 四  出 39、 箴 15、 約 18、 腓 02 

03/29 五  出 40、 箴 16、 約 19、 腓 03 

03/30 六  利 01、 箴 17、 約 20、 腓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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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記錄 
   登記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