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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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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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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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 

王炳欽牧師 
台語堂 上午 11:15 

華青崇拜 上午 11:15 Tracy 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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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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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bibi 

International 
W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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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s, Jesus, and You 宣教，耶穌，與你 

 【經文】Mark 馬可福音 6:30-44 
 【講員】Tracy Tung 姊妹 


Introduction 引言： 
 
 
Message Outline 信息大綱: 
 
 
What does God want to do? 上帝想要做什麼？ 
Our ministry should be motivated by compassion for the lost. 
我們的服事應以憐憫失喪者為動力. 
 
 
 
 Who does God want to use? 上帝想使用的人為何？ 
Jesus chooses to use imperfect people like us. 
耶穌選擇使用不完美的你我. 
 
 
 
 How is God going to do it? 上帝計劃如何行？ 
God will multiply the resources and talents we bring to Him 
我們獻上自己所有，好讓神為祂的國度倍增. 
 
 
 
 Conclusion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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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復活節主日  下 週  

堂會 華 台 青崇 週六 華 台 青崇 週六 

講員 王炳欽 王炳欽 TracyTung 柯逸鴻 朱正中 朱正中 Mkram S 朱正中 

領詩 彩虹 詩班 A/O 麥子 約沙法 伍偉昌 A/O 孫主立 

值星 李煥彬 許承暐 Janet T Eric C 黃郁心 許承暐 Janet T Eric C 
音控 俞杰 俞杰 

Team 2 

鄔吉強 俞杰 俞杰 

Team 1 

吳祚裕 
招待 生命加倍 愛加倍 故鄉情 福音 愛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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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光團契 新天地團契 
週三禱告會/敬拜 楊嘉俊 / 孫主立 黃寶儀 / 孫主立 

 

上 主 日 人 數 及 奉 獻 
一般奉獻  $12,596.72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兒童             成人 564 132 71 
感恩               $200.00 兒童  110  89  
宣教  $361.85 共計 674 221 71 
愛心             Santa Anita 療養院 56 人 / 蒙市療養院 37 人  
建堂  尊榮之家福音站 16 人  
 台中關愛福音站 31 人  
  聖迦福音站 13 人  
總計 $13,158.57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台灣宣教$450.00、普世豐盛$4,2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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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小組進入第十週也是最後一週，主題是幸

福地的教會，求主讓所有已經信主的 BESTs 加入教會，受到

上帝的祝福，使心靈得自由與安息。為在幸福小組之後

BESTs 能順利加入各團契小組禱告。為在復活節接受洗禮與

堅信裡的二十餘位弟兄姊妹禱告，求神堅固他們的信心，靈命

成長，為主見證。本會贊助世界展望會的清潔水源 6K 路跑

募款活動，目前已經募得$3725 並有 66 人參與路跑，感謝主，

我們已達到募款目標$3000 以及 50 人一起路跑的目標。請為

有更多的人參與及更多奉獻禱告。為台灣西海岸短宣的招募

禱告。目前已經有五位報名參加，求神讓今年參加西海岸短宣

的人數可以達到十人。 

 為肢體禱告：為身體欠安的弟兄姊妹們禱告。 

 為世界禱告：威克里夫聖經翻譯協會剛剛完成南蘇丹柯立哥

語新約聖經的翻譯。這是該協會所完成的第一千個新約聖經翻

譯。他們的異象是在 2025 年前開始將聖經翻譯成所有的語言。

求神祝福祂的事工並供應他們一切所需。恩施苗族人口十六

萬餘人居住在中國湖北省西部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他們

絕大部分人都沒有聽過福音，而且老一輩人仍舊崇拜著祖先。

懇求聖靈在恩施苗族人的心中動工，讓他們對福音開放。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福教會】 
 請繼續為聖迦台福教會能夠有七戶基督徒同工家庭代禱。盼望 

神能差遣願意委身的基督徒一同在西區洛杉磯為主搶救靈魂。 
【尊榮之家台福教會】   
 為本主日復活節的福音聚會禱告，求神使用尊榮之家傳揚福音；

為下週六幸福小組的特殊聚會禱告，求神預備；為 Glenkirk 
Church 能否提供我們上午禮拜的場地繼續禱告。 

【台中關愛台福教會】 

 美國洛杉磯台福教會短宣隊於 7/1-7/6 與關愛教會聯合舉辦英

文夏令營，希望透過兒童夏令營連結社區；讓我們一起同心為

今年的夏令營代禱，求神保守整個活動的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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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年堂重點報告 
 報告：四月份是教會的宣教月， 4/28(下主日)，華語青年堂將

與英文堂聯合崇拜，時間是上午 11:00 開始，崇拜地點在中會

堂(英文堂)，英語講道。大家也可以選擇參加上午 9:45 的華語

堂崇拜。 
教會報告事項 

 牧者動態：本主日胡大衛牧師前往聖迦台福教會證道。 

 復活節洗禮及獻兒禮：上主日林德昀傳道在蒙市療養院為陳

超施洗。週六晚崇拜有錢振湘、譚興力堅信。主日華語堂

有夏礼萍、陳政霖、林佳潔、陳惠萍、王立約、單春梅、張立、

青光祥、青大明、林素真、朱張朝鈴共 11 位受洗。英文堂

有 David Hua、Jenny Tran、Felix Liu、Jonathan Ning、

Samantha Liu、Sophia Aragon、Luxi Ning、Qingge Yu 共 8 位

受洗。兒童有 Ephraim Ho、Jayden Huang、Oliver Chen、

Emily Sun、Darren Hsu、Isabel Chou、Elizabeth Shia、Abigale 
Shia、Elizabeth Yee 共 9 位受洗。Charlotte Lee、Brayden Lee、

Asher Lee 共 3 位堅信。 

 兒童事工報告：兒童詩班本主日下午暫停練唱一次。本主

日下午 1:30-5:00 有 9 位兒童接受洗禮，3 位兒童堅信禮。募

集超市黃皮紙袋(brown bag)為 VBS 場地佈置使用，請願意提

供紙袋的弟兄姊妹與 Ruth 主任連絡(x16)。5/5、12、19、26
共 4 個主日在中庭擺設 VBS (6/10-14，下午 5:30-8:40) 報名攤

位，註冊費每人$25(包括 5 天晚餐、主題點心與材料、一件 T
恤) ，敬請踴躍邀請 4 歲 ~ 5 年級的孩童報名參加。5/12 (母
親節主日) Awana 暫停一次。上午 10:30 請所有家長帶著孩童

一起參加聯合崇拜。上午 11:15 所有孩童到 2 樓敬拜教室參加

特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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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及愛心奉獻：於 5/4 週六及 5/5 主日台、華及青年崇拜中

舉行，敬請弟兄姊妹預備心參加。 

 會議：5/5(主日)下午 1:30 在 109D/E 教室召開小會，敬請牧長

們準時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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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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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有 66 人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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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母親節聯合崇拜：將於 5/12(主日)上午 10:30-12:00，在大

禮拜堂舉行 - 台/華/英/週六晚崇及華青聯合歡慶母親節，會中

有兒童詩班獻詩，邀請您及您的家人、朋友們一起來參加。

(當天的台/華禱告會照舊，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5/11 週六晚

崇拜，及所有場地使用暫停一次)。會後將致贈每位母親精美

的禮物作為記念！ 

其他報告事項 

 社區活動：由佳音社主辦的第 29 屆「慈母手中線」母親節慶

祝活動，將於 5/4 下午 2:30-4:30 在聖迦博劇院 (San Gabriel 
Mission Playhouse, 320 S Mission Dr., San Gabriel) 演出歡樂歌

舞劇〝媽媽的衣櫃〞。歡迎 3 歲以上的兒童及成人進場，訂票

專線請洽 626-254-1551、626-652-9886。 

全年讀完聖經一遍 進度表 
 

04/21 日  利 25、  詩 32、  傳 08、  提後 04 

04/22 一  利 26、  詩 33、  傳 09、  多 01 

04/23 二  利 27、  詩 34、  傳 10、  多 02 

04/24 三  民 01、  詩 35、  傳 11、  多 03 

04/25 四  民 02、  詩 36、  傳 12、  門 01 

04/26 五  民 03、  詩 37、       歌 01、  來 01 

04/27 六  民 04、  詩 38、  歌 02、  來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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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記錄 
   登記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