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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Prayer 

Songs Of Praise 

Welcome & Announcements 

Sermon by Pastor Will Chen 
Matthew 9:14-17 

“A New Chapter Awaits” 

 

Response Song 

Ben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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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CALENDAR 

2/8 (SAT) Emotionally Healthy Spirituality (9-Weeks) 10:00A – 12:00P 

4/10 (FRI) Good Friday Service TBD 

4/12 (SUN) Easter Sunday Joint Service 9:30A  

   

   

   

   

ANNOUNCEMENTS 
 
[Family] Praise the Lord! Pastor Tommy and Christine’s twin boys were 
born early Monday morning, February 10: Karter and Kody.  Both babies 
are currently being monitored in the Newborn ICU until they fully mature.  
Please continue to pray for God’s comfort and healing as the Wangs wait 
to be reunited with their boys. 

 [Prayer] As a reminder, we gather to pray Sunday mornings at 9:30AM.  
We’re setting our hearts on the Lord and His kingdom.  Justin will be 
leading for the month of February.  If you have a burden to help lead this 
prayer time, let Pastor Tommy know.   
 
[Prayer] Brother Larry’s Dad Allen Paul was received by the Lord on 2/8. 
He was 94 years old.  Please keep the family in your prayers. 
 
[Caring] The Caring ministry is currently going through a second round of 
the “Emotionally Healthy Spirituality” (EHS) course, held on Saturdays 
from 10AM-12PM.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help adult believers 
learn how to slow down and develop a deeper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For more details, see Elder Andrea.   

 

 

 

 

PRAYER 
 
• For God to be glorified in us as we become more Christ-centered, Spirit-
filled, and gospel-driven in our discipleship and mission.   
 
• For God to move our hearts and give us courage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our neighbors, friends, classmates and co-workers – even strangers.  

• For God to bring healing and comfort to all who are sick, especially as 
the world deals with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 virus. 

• For God to give wisdom to our elders and search committee as we 
continue the search for a senior pastor.     
 
• For God to provide and prepare new servants to help with Children’s 
Ministry, lead our Sunday morning prayer and with our life-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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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晨禱會 主日崇拜 基督徒教育 

華語 9:30 主 堂 10:00-11:15 主 堂 11:35-12:25 教育館 

台語 9:30 主 堂 11:30-12:30 主 堂 10:15-11:10 教育館 

英語 9:30 教育館 10:00-11:15 教育館 11:30-12:15 教育館 

兒童  恩典館 10:00-11:00 恩典館 11:00-12:00 恩典館 

    
 華語崇拜 10 AM 台語崇拜 11:30 AM 
    

宣召 

敬拜 

禱告 

讀經 

獻詩 

證道 

 

 

奉獻 

報告 

聖詩 

祝禱   

陳妍孜長老 

敬拜讚美團 

司會 

約書亞記 24:16-24 

除祢以外 

王鴻恩牧師   

清楚的立場、專心的 

跟隨 

司會 

司會 

生命聖詩 #536 

王鴻恩牧師 

黃文彥執事 

新聖詩 #205, #162 

司會 

約書亞記 24:16-24 

福音鐘聲在大鳴 

王鴻恩牧師   

清楚的立場、專心的 

跟隨 

司會 

司會 

新聖詩 #320 

王鴻恩牧師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   
    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 
    脫離凶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阿們』 
 
 
 

    
 

 

 



【成人主日學 / Christian Education】 

撒母耳記下        13 台(T) 朱   虹 10:15am - 11:10pm Room 208A 
撒母耳記下        14 華(M) 石淑星 11:35am - 12:25pm Room 209 
初信造就課程 華(M) 許格精 11:35am - 12:25pm Room 201 
傳福音小組    華(M) 陳德明 11:35am - 12:25pm Room 208A 
Life Group 英(E) LG Leaders 11:30am - 12:20pm Social Hall 

 

【上週統計報告 / Previous Week’s Attendance & Offering】 

 
華語崇拜 

 Mandarin  
台語崇拜 

 Taiwanese  
英語崇拜 

English 
兒童崇拜 

Children 
崇拜 Worship Service 140 36 49 17 
主日學 Christian Ed. 49 2 26 17 
一般奉獻 Tithe $6,830.00 $2,700.00 $1,640.00  
其他奉獻 Special Offering 建堂 Building 宣道 Mission 愛心 Love 感恩 Thanks 
 $500.00   $200.00 
 

人數 Attendance 奉獻 Offering 
崇拜 Worship 242 該週總計 Weekly Total $11,870.00 
主日學 Christian Ed. 94 該月累計 Monthly Total $25,024.00 
  該月預算 Monthly Budget $50,384.00 
 

【本週服事同工 / This Week’s Ministry Team】 

 華崇 Mandarin 台崇 Taiwanese 英崇 English 

證道 Preacher 王鴻恩 王鴻恩 Will Chen 
司會 Presider 陳妍孜 黃文彥 Norman Cheng 
敬拜 Worship Lead  洪文鸞/蕭毓貞 鄭聖慧 Scott Sun 
殿樂 Postlude 蕭毓貞 劉淑琳 Scott Sun 
招待 Ushers Tricia/Eugene 蔡香美 Esther Tarng 
午餐 Lunch Service 華青 Mandarin Young Adults 

 

【下週服事同工 / Next Week’s Ministry Team】 

 華崇 Mandarin 台崇 Taiwanese 英崇 English 

證道 Preacher 蔡玉玲教授 Justin Leu 
司會 Presider 許英良 Norman Cheng 
敬拜 Worship Lead  張秋貴/蕭毓貞 TBD 
殿樂 Postlude 蕭毓貞 TBD 
招待 Ushers 吳天華/吳天聰 Esther Tarng 
午餐 Lunch Service 詩班 Choir 
 

【教會團契 Fellowships】  【家庭小組 Cell Groups】 
 

喜樂團契 週三 10:00  Anaheim 黃玲清 雙數週一 09:30 
College/YA Wednesday 19:30  Huntington Beach 洪文鸞  雙數週四 10:00 
雅歌團契 週五 20:00  Cypress/Cerritos 陸細梅 每週四 10:00 
迦南團契 週五 20:00  Placentia 黃滿輝 雙數週三 10:30 
華語社青 週五 20:00  Fountain Valley 顏青毅 隔週二 10:00 
青松團契 週六 10:00  Irvine 陳德明 每週五 19:00 
JHM/HSM Friday 20:00  北橙小組 黃壽美 隔週六 19:00 
College/YA Friday 20:00      
詩  班 週日 13:00      

【事工報告】 

1. 歡迎首次參加禮拜的朋友，請留步用餐交誼，願神賜福。 

2. 在武漢肺炎疫情期間，請兄姊配合以下事項，以確保大家

的健康：a. 自行預備口罩，若有必要時於聚會時配戴。聚

會問安請儘量不握手、不擊掌、不做肢體接觸，僅以揮手

微笑打招呼。b. 請所有招待同工於服事期間盡量配戴口罩 

。c. 請所有午餐服事同工於服事期間務必配戴口罩。讓我

們一起為疫情能夠儘速得到控制禱告。 

3. 從本週日起至 3/22 止，將有連續六周的傳福音小組(幸福小

組)主日學課程，我們將利用這一段時間，分享過去這一段

時間推行幸福小組的經驗，以及訓練未來繼續進行幸福小

組做預備。邀請兄姐踴躍參與。 

4. 感謝弟兄姊妹過去一年的愛心與奉獻。2019 年的奉獻收據

可在教育館入口處領取。若有疑問，請洽許英良長老。 

5. 關懷組已於 2/8 開始第二梯次 Emotionally Healthy 

Spirituality (培養高 EQ 靈命) 的課程。時間：每週六上午

10-12 點，為期 9 週。此課程是為了幫助基督徒更加認識自

己與神的關係。報名或課程有關的問題請洽妍孜長老。 

6. 禱告是神賜給基督徒的權柄及恩典，鼓勵兄姊一同來參加

每週三晚上 8 點在教育館二樓教室的禱告會，及每主日上

午 9:30 在主堂的守望晨禱，讓我們一起為教會守望代禱。 

7. 下主日 2/23 證道：蔡玉玲教授《神看為真實/真理的「敬

拜」》，預讀經文：創 5-6 章；約 4 章；西 3 章（建議：1. 

聚會前讀完；2. 請細讀，看看有哪些重要或反覆出現詞彙 

，也筆記自己看不懂的；3. 讀經前和後都先簡短禱告，求

聖靈光照、感恩帶領）。華崇 10 點、台崇 11:30。 

【團契/小組】 

1. 喜樂團契：02/19 黃文雄醫師『尿道發炎』。 

2. 雅歌團契：02/21『路加福音第 20 章』。 

3. 迦南團契：02/21『應許之地的子民』。 

4. 華青團契：02/21『創世記』。 

 

【關懷/代禱】 

1. Larry 的爸爸( Renita的公公) Allen Paul於上週六2/8蒙主恩

召，享年94 ，求神賜下安慰給家人。 
2. 感謝神！王凱明牧師夫婦於上週一 2/10 喜獲雙胞胎Karter, 

Kody，因早產雙胞胎需住院觀察， 請為他們早日健壯代禱 

3. 求主憐憫施恩，為中國的肺炎病毒早日得控制。 
4. 為 美 國 的 選 舉 代 禱 ， 加 州 大 選 初 選 為 3 /3。  

5. 為非洲尚比亞旱災，澳洲火災，巴西大水災禱告，求主憐

憫這些地區的災難。 

6. 請為鄭良誠/王雲美/游傳續弟兄及其家庭/邱媽媽/曾菊江/順

天長老/徐明卿/Jesiah及其他身體軟弱兄姐們代禱。 

【宣教】 

1. 本會支援〜台灣台福拓植/普世豐盛中心/正道神學院；宣教

士﹝歐陽桂芬/馬林/Sharon﹞台灣監宣/墨西哥短宣。     

【會堂/奉獻】 

1. 十一奉獻是基督徒回應神對我們的愛也是敬拜神的一部份 

。願我們將全人全心獻上甘心樂意的奉獻，討神喜悅。 

2.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EFCOC，若是為建堂、宣道、愛心、感

恩特別奉獻，請在支票上註明用途。      

【靜默小品】 

禱告 

 我們用甚麼形式或用多少的話語禱告， 

都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的心，是否緊緊的信靠上帝? 

我們禱告的內容，是否觸摸著天父的心? 

那位，早在我們來到祂面前之先， 

已深愛並深知我們的主宰。 

【每日讀經】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羅 

12-14 

羅 

15-16 

林前 

1-6 

林前 

7-11 

林前 

12-16 

林後 

1-4 

林後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