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9-11 月 台/華/青崇/週六 成人主日學
台語（10:00-11:00am 週日）
周明成/蔡英惠
李啟成/高慶華
許清泉/莊守平/葉敏明
林淑姿/黃玉清

119B

舊約聖經 – 士師記

黃立四/楊敏如/連憲仁

109G

台語詩班

陳珍如/郭雋律

109A/B

約翰福音(下)
當但以理書遇上啟示錄

118

華語青崇（10:00-11:00am 週日）
歸納法查經 – 以弗所書

Felix Chen

119C

聖經好好吃

Blanton Keh

109D/E

門徒訓練

David Hu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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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讀「羅馬書」

羅惠文

109A/B

親密之旅

許禎砡/Pam/Patty

109D/E

聖經 - 新約 (廣東話)

林德昀

119C

門徒學校(上)

牧師室

118

使徒行傳
(週日下午 1:00-2:00)

賴美滿

教師
休息室

基要真理-認識基督信仰

週六晚崇拜（5:00-6:00pm 週六）
聖經研讀 - 約翰福音

詹雪貞

119C

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門徒訓練

黃寶儀

11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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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 【題目】榮耀的教會-效法以利亞的禱告
【經文】列王記上 18:41-46
【講員】張亞欣傳道


前言：禱告是我與神的
、
。
交通是雙向的，表明我是神的家人；祈求表明我與神的關
係，祂是我神，我信靠祂，並且我順服祂。

本週
堂會 華
台
華青
講員 孫主立 孫主立 寧政
領詩 彩虹 姊妹會 POP
值星 黃郁心 黃田城 Cindy
音控 俞杰 Aaron
招待 福音
摩西 Team 2
迎新 郭克倫 方明正
主日餐盒服事
週三禱告會/敬拜

1.

信心之聲：

2.

等候之聲：

3.

下週
週六

華

台

華青

週六

張亞欣 王炳欽 王炳欽 林信良 王炳欽
約沙法 JosephL 蔡英惠

A/O

麥子

張富雄 葉勝賢 黃田城 Janet T 張富雄
Daniel

俞杰

Aaron

Steven

故鄉情

彩虹

摩西

Team 1 故鄉情

故鄉情 郭克倫 方明正

姊妹會 / 慕義團契
王炳欽 / 彩虹團契

故鄉情

姊妹會 / 琴瑟團契
孫主立

上主日人數及奉獻
一般奉獻 $18,158.00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566
78
愛心
$60.00
成人
184
100
80
感恩
$410.00
兒童
666
264
78
宣教
$2,418.00
共計
中會堂整修 $1,200.35 Santa Anita 療養院 53 人 / 長春大學 26 人
兒童
$0.01 尊榮之家福音站 20 人 / 蒙市療養院 30 人
台中關愛福音站 36 人
聖迦福音站 20 人
總計
$22,246.36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

代轉:總會台灣宣教$50.00，正道神學院$4,750.00

宣告之聲：
主日崇拜

結論：我們不用感官禱告、不用理智禱告，我們用
、
、
禱告。信心源於神的信
實，體貼祂的心意，成就祂的旨意，因為祂願意我們悔改
歸向祂。今天為神家禱告的以利亞在哪裡？
金句：Jas 5:16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
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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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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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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9:30pm 禱告會 (中會堂 # 115 )

週三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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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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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書：EF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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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為教會禱告：張典育牧師在中亞宣教，請為他新的餐飲事工、
街友事工、英文教學事工，以及醫療短宣事工禱告。為英文
學生事工的傳道人的聘請禱告，並求神興起新的英文學生團契
輔導。為各幸福小組的 BEST 的邀請禱告，求神感動這些
BEST 都來參加傳福音的幸福小組。
 為肢體禱告：為身體有病痛的弟兄姊妹得醫治禱告。
 為 CMC2020 禱告：為美西華人差傳大會 2020 禱告。請為兒童
事工負責人 Brian Wang 牧師禱告，他正在為兒童節目洽談不同
的教會，希望能找到更多的兒童節目同工，求神為大會興起足夠
的兒童節目同工。
 為世界禱告：在讚比亞，未成年人懷孕率高得驚人，導致許
多年輕女孩輟學。有些女孩經歷了不安全的墮胎，這可能導致
其受傷甚至死亡。求神保護和醫治這些女孩，並且她們能在基
督的愛中得到恢復。西藏格桑人生活在中國的一個地理上難
以到達的地區。該地區的佛教徒歷史以來對福音不感興趣。但
已經有一小群基督徒。求主使格桑人的信徒在整個社區中點燃
帶動一個福音運動。

本週 背誦經文


詩篇 119：98-100
98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裡，使我比仇敵有智慧。 99 我比我的師傅
更通達，因我思想你的法度。100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
的訓詞。

全年讀完聖經一遍 進度表


09/15 日

 撒下 11

 林後 04

 結 18

 詩 62-63

09/16 一

 撒下 12

 林後 05

 結 19

 詩 64-65

09/17 二

 撒下 13

 林後 06

 結 20

 詩 66-67

09/18 三

 撒下 14

 林後 07

 結 21

 詩 68

09/19 四

 撒下 15

 林後 08

 結 22

 詩 69

09/20 五

 撒下 16

 林後 09

 結 23

 詩 70-71

09/21 六

 撒下 17

 林後 10

 結 24

 詩 72

本週 讀經/靈修進度 – 活潑的生命


日期

植堂代禱事項
【聖迦台福教會】
• 請繼續為丁昭昇長老的身體健康代禱。目前含氧量偏低，以致
中氣略顯不足，求 神醫治大能臨到！讓我們用信心仰望 神，
深信 神必在丁長老身上得榮耀！
【尊榮之家台福教會】
• 為第二期幸福小組第二次聚會後的決定和盼望禱告，求神預備
接下來的八週課程，弟兄姐妹彼此配搭和彼此相愛，服事神量
給我們的 Best。
【台中關愛台福教會】
• 繼續為教會今年的異象及目標，培訓更多屬 靈同工數算神 的
恩典，能與社區建立良好關 係，建立耶穌基督榮耀的身 體，
高舉並引人歸向祂。
6

(讀經記錄
登記表)

經文

默想的問題

09/15 日

詩篇
119:33-40

我是因為愛上帝才遵行他的命令? 抑或我把
上帝要求所遵守的，看成是一種法律?

09/16 一

119:41-56

詩人說求主將真理的話總部不離開我口，我
常說的話帶有真理嗎?

09/17 二

119:57-72

詩人說我受苦是與我有益的，檢視我現在的
生命，是否神因為愛我，正在磨練我?

09/18 三

119:73-88

在苦難中詩人仍寫出盼望的歌，我有沒有同
樣的盼望? 我應該如何仰望等候呢?

09/19 四

119:89-104

我終日思想的是什麼? 我愛慕神的律法嗎?檢
視我現在的光景是否有應該修正的地方呢?

09/20 五

119:105-120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在
這黑暗的世代，我該如何檢視我屬靈光景?

09/21 六

119:121-136

如果神的話勝過精金，那我是否應該重新調
整我人生的優先次序? 我應該做出什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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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報告事項
 「門徒學校(上)」：本主日開始於上午 11:30-中午 12:30 在 118
教室上課。這門課是四門幸福門徒裝備系統的第一門課，課程
目標是建立門徒信仰架構，內容包含認識上帝，明白救恩，歸
屬小組，委身教會及建立信仰及養成靈修的習慣，歡迎今年受
洗的弟兄姊妹，及任何對幸福門訓有興趣的弟兄姊妹，踴躍向
教會辦公室報名參加，課本費用$5。
 兒童事工報告：本主日下午 1:30~3:30 在兒童館 2 樓敬拜教
室舉辦「加州全面性教育的認識與應對｣特別講座，備有兒童
照顧，敬請所有的家長踴躍參加。今年的 Halleluiah Trunk
or Treat 因同工參與幸福小組的服事，暫停一次。

 牧者動態：本主日謝信生牧師前往聖迦台福教會證道，請代禱。
 新會員：9/8 小會通過接納方元叔、洪娟娟為本會會員。
 幸福小組：9/21 週六晚崇拜、及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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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備部報告：賴美滿老師外出，該班課程於本主日、9/22 暫停
兩次。9/29 (主日)恢復上課。課程資料，請自行下載
https://www.WorldwideOTS.org。

其他報告事項

 詩班報告：詩班已恢復練習，請於上午 10 點或下午 1:30 到
詩班室(109A/B)練習。今年聖誕曲目為：天父慈愛之夜 Night
of the Father's Love。歡迎對唱歌愛好者及願意用聲音讚美主的
弟兄姊妹一起來共襄盛舉。YCC 青少年兒童合唱團於主日
下午 12:30-1:30 在 129D 教室開始上課。目前招收 5 歲以上的
孩童，請有興趣者向陳珍如老師報名 626-445-2369。

 正道福音神學院：於 9/28(週六)上午十點在洛杉磯台福基督教
會舉行 30 週年慶典，邀請弟兄姐妹參加，同心敬拜，讚美神
的恩典。會後共享餐點。
 正道培育中心(LTI)夏/秋雙季課程：校本部課程：讓教會的教
育事工動起來/彭怡珍博士(9/19-12/5 每週四晚)，基督生平師
資班第一册(9/20-9/22 週末密集班)，發聲法與聖樂/吳白芳老
師(10/8-12/10 每週二晚)， 希伯來書/王守仁教授(10/12-10/20
密集班)，親密之旅初階師資培訓 (10/31-11/3 密集班)，啟示錄
生命讀經/鍾李英老師 (11/9-12/17 週六及週二上課)。eCampus：家庭輔導技巧與實務、靈命造就、神學精華、實用
講道法-當眾講話的藝術，以上均自 10/14 開始上線。詳細課
訊及報名請上網：www.Les.edu/LTI，或洽 626-571-5111，
lti@les.edu 詳細課訊及報名請上網：www.Les.edu/LTI，或洽
626-571-5111，lti@les.edu。
 『存在、虛空和永恆』佈道會：唐崇榮牧師將於 9/27(週五)晚
上 7:30、9/28(週六)晚上 7 點、及 9/29(主日)下午 4 點在 First
Church of Nazarene of Pasadena (3700 E Sierra Madre Blvd.,
Pasadena) 舉辦北美西岸告別佈道會，敬請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五十週年特刊徵稿：明年(2020)是洛福教會成立五十週年，為
慶祝神在過去半個世紀的作為，教會將出版紀念特刊(電子版
及訂購的印刷本)，邀請大家一起來完成這份記錄。團契、
小組介紹：中英文及 10 張照片。內容含團契特色、2010-2019
年的團契變化、小故事或趣事，更歡迎提供團契 video clip
(optional)。個人見證：與教會或福音相關的見證分享(不超
過 800 字，編輯團隊有權修改或是否錄用)。截稿日期：12/31，
來稿請 email：50th@efcla.org。

~ 邀請您一起關注西南邊區最少聽聞福音群體的佈道開荒需要 ~
在這酷熱的季節和處境，我們的心為西南邊區的少數民族火熱著。
在貴州、廣西、雲南和四川，仍有一些族群的現況鮮為人知。讓
我們持續為 China 21 的未得之民禱告，求父神興起近處和遠處的
教會進入他們中間服事：廣西的啪與；貴州的里民、龙家、卢、
羿人；四川的明人。雲南的阿撒黑、低高、東南羅羅坡、臘拔坡；
葛色、羅武、新平臘魯、雅族；厄尼蒲、臘羅坡／彌撒拔、回族；
他留、摩梭、水田/納儒、納若。

 姊妹會：於 9/20(週五)上午 10 點在 109A/B(詩班教室)邀請王
祈師母分享『一「點」神功；加拉太書 6:9』，歡迎弟兄姊妹
參加聚會。
 會議：9/22(主日)下午 1:30 在中會堂召開長執會，敬請所有長
執們預留時間出席參加。接著召開小會，敬請牧長們準時參加。
 裝修報告：請繼續為中會堂的整修工程代禱，目前所需要的費
用從$80,000 增加到$95,000，至今收到$51,012.51 的奉獻，支
票抬頭 EFCLA，Memo 請註明- 中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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