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程序�  華語早堂 9:00am-10:30am  ‧華語午堂 11:00am-12:30pm ‧華語青年堂 11:00am-12:30pm 英語堂主日學 9:00am-10:30am ‧ 英語堂（二樓）11:00am-12:30pm   等候靜默 敬拜讚美 禱告‧信仰告白 主日新聞 獻    詩 領受信息   迎賓奉獻 三  一  頌 領受祝福 

     
 

 

““““復興從我開始復興從我開始復興從我開始復興從我開始””””    

《《《《重建與復興重建與復興重建與復興重建與復興》》》》    

以斯拉記以斯拉記以斯拉記以斯拉記 4444:24242424----5555:2222    
  司               琴 會               眾 主               席 會               眾 修宜區 金但以理牧師   會              眾 會              眾 陳腓利牧師  

�崇拜服事表             崇拜崇拜崇拜崇拜協調協調協調協調：：：：早堂：蘇揀選傳道‧午堂午堂午堂午堂：：：：林光信傳道‧招待協調：招待協調：招待協調：招待協調：胡永寧傳道  本主日 下主日   信           息 華語早堂華語早堂華語早堂華語早堂：：：：金但以理牧師金但以理牧師金但以理牧師金但以理牧師 華語午堂華語午堂華語午堂華語午堂：：：：金但以理牧師金但以理牧師金但以理牧師金但以理牧師 英語午堂英語午堂英語午堂英語午堂：：：：張雁南實習區牧張雁南實習區牧張雁南實習區牧張雁南實習區牧 

華語早堂華語早堂華語早堂華語早堂：：：：陳腓利牧師陳腓利牧師陳腓利牧師陳腓利牧師 華語午堂華語午堂華語午堂華語午堂：：：：陳腓利理牧師陳腓利理牧師陳腓利理牧師陳腓利理牧師 英語午堂英語午堂英語午堂英語午堂：：：：Ken Wilson 主           席 早堂早堂早堂早堂：：：：胡康胡康胡康胡康    午堂午堂午堂午堂：：：：樓衛明樓衛明樓衛明樓衛明 早堂早堂早堂早堂：：：： 陳白川陳白川陳白川陳白川    午堂午堂午堂午堂：：：：胡兆裕胡兆裕胡兆裕胡兆裕 領           詩 曲博曲博曲博曲博 李政勳李政勳李政勳李政勳 司           琴 敬拜讚美團敬拜讚美團敬拜讚美團敬拜讚美團 敬拜讚美團敬拜讚美團敬拜讚美團敬拜讚美團 獻           詩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管弦樂團管弦樂團管弦樂團管弦樂團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管弦樂團管弦樂團管弦樂團管弦樂團 讀           經 賈君賈君賈君賈君‧‧‧‧張倚天張倚天張倚天張倚天 趙慧娟趙慧娟趙慧娟趙慧娟‧‧‧‧黃慧超黃慧超黃慧超黃慧超 音響/錄影 丁康倫丁康倫丁康倫丁康倫‧‧‧‧吳文瑋吳文瑋吳文瑋吳文瑋 張張張張堃堃堃堃‧‧‧‧Joseph Lee 電腦 投射 徐毓霆徐毓霆徐毓霆徐毓霆 方興方興方興方興 新來賓接待 傳中區傳中區傳中區傳中區  顯榮顯榮顯榮顯榮區區區區  招招招招                            待待待待    招待團隊招待團隊招待團隊招待團隊        招待團隊招待團隊招待團隊招待團隊            十月份迎賓團隊：顯榮十月份迎賓團隊：顯榮十月份迎賓團隊：顯榮十月份迎賓團隊：顯榮區區區區            ////    主日獻詩主日獻詩主日獻詩主日獻詩：永寧：永寧：永寧：永寧區區區區    ////        聖餐服事：胡康聖餐服事：胡康聖餐服事：胡康聖餐服事：胡康區區區區                    

        

 

 

 

 

 

 

 

 
  

國際大 
 

 
 

 

 

 

 

 

 

 

 

 

 

 

 

 

 

 

 

 

    16152 Gale Avenue, Hacienda Heights, CA 91745  辦公室電話：626-961-1659     傳真：626-956-0558 

 

國際大使命教會   
 Great Commission Church International 

2014年 9月 28日   第 34卷 38期 



                     網址：www.gcciusa.com ‧ 電郵：ucchh@hotmail.com  

 

    

 

 

 
        瑪拉基書 3:10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 

             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 

             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本堂在聚會中不收奉獻（每月第一週的愛心奉獻除外），我們歡迎明    白奉獻真理的兄姐，將奉獻投入大堂後面的奉獻箱內，支票請開 GCCI    所有的奉獻均可抵稅，年初我們會將奉獻收據寄給您。 

 【每日每日每日每日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請跟著「活潑的生命」QT進度進行。若兄姊在讀 QT的經文時，有任         何不明白的問題，可發電子郵件至 Gcci.education@gmail.com  裝備中心同        工會隨時回答你的問題。      【兒童教會兒童教會兒童教會兒童教會】請兄姐常常為兒童教會同工們代禱）請兄姐常常為兒童教會同工們代禱）請兄姐常常為兒童教會同工們代禱）請兄姐常常為兒童教會同工們代禱）       早堂兒童主日學 9:00am-10:30am 行政協調：Tammie Chen & Sita Kao                 幼幼室－家長看顧     

    幼童班 ( 2-3歲)－Han, Lu Lu 

                 幼童班( 4-5歲)－YiPei         小學 1-2年級－Iris Chen, Irene Chia         小學 3-4年級－Sarina Wang, Vicky Lin         小學 5-6年級－Michael Teng, Albert Lee, Carol Wang 

 

  午堂主日崇拜 11:00am-12:30pm 行政協調：Tina Wang, 青雲 

    幼童班 ( 2-3歲)－白小蘭 

    幼童班 ( 3-4歲)－Vivian Huang, Grace Li 

    幼童班 ( 4-5歲)－Sharon Chao, Amy Hui 

        小學 1-2年級－Sandra Yang, Harry Yang 

        小學 3-4年級—David Chen, Fenny Tsai 
        小學 5-6年級－Scott Hsu 

        Youth Ministry－Ted Chen                    

【【【【教會消息教會消息教會消息教會消息及活動及活動及活動及活動】】】】 【【【【歡迎新朋友歡迎新朋友歡迎新朋友歡迎新朋友】】】】歡迎第一次來本堂聚會的兄姐和朋友歡迎第一次來本堂聚會的兄姐和朋友歡迎第一次來本堂聚會的兄姐和朋友歡迎第一次來本堂聚會的兄姐和朋友，，，，會後請留步並會後請留步並會後請留步並會後請留步並前往前往前往前往    新來賓接待室共用點新來賓接待室共用點新來賓接待室共用點新來賓接待室共用點心心心心並接受教會贈送的禮物並接受教會贈送的禮物並接受教會贈送的禮物並接受教會贈送的禮物。。。。    【【【【網站更新網站更新網站更新網站更新】】】】教會新網站開始啟用中教會新網站開始啟用中教會新網站開始啟用中教會新網站開始啟用中，，，，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兄姐隨時上網觀賞兄姐隨時上網觀賞兄姐隨時上網觀賞兄姐隨時上網觀賞，，，，新網址為新網址為新網址為新網址為    
www.gcciusa.com ；；；；歡迎有歡迎有歡迎有歡迎有 Facebook 的會友也加入的會友也加入的會友也加入的會友也加入「「「「國際大使命教會國際大使命教會國際大使命教會國際大使命教會」」」」    【【【【請關機請關機請關機請關機】】】】進入大堂參加崇拜前進入大堂參加崇拜前進入大堂參加崇拜前進入大堂參加崇拜前，，，，請將手機關閉或靜音請將手機關閉或靜音請將手機關閉或靜音請將手機關閉或靜音，，，，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    【【【【服事服事服事服事徵召徵召徵召徵召】】】】教會事工教會事工教會事工教會事工：：：：招待組招待組招待組招待組、、、、會產會產會產會產組組組組、、、、美食組美食組美食組美食組、、、、音響組音響組音響組音響組、、、、交通交通交通交通組組組組、、、、社社社社 

        區區區區組組組組、、、、文字文字文字文字組組組組、、、、事務事務事務事務組組組組、、、、兒童事工兒童事工兒童事工兒童事工、、、、詩班詩班詩班詩班、、、、管弦樂團管弦樂團管弦樂團管弦樂團、、、、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徵召徵召徵召徵召 

        服事同工服事同工服事同工服事同工，，，，邀請有心邀請有心邀請有心邀請有心願意參與願意參與願意參與願意參與服事並有感動的兄姐們來報名參加服事並有感動的兄姐們來報名參加服事並有感動的兄姐們來報名參加服事並有感動的兄姐們來報名參加。。。。    【【【【交通組通知交通組通知交通組通知交通組通知】】】】主日崇拜停車地點：主日崇拜停車地點：主日崇拜停車地點：主日崇拜停車地點：Glenelder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16234 Folger St, 

Hacienda Heights, CA 91745  請先將車子先停在小學的停車場內，等停請先將車子先停在小學的停車場內，等停請先將車子先停在小學的停車場內，等停請先將車子先停在小學的停車場內，等停車場滿後車場滿後車場滿後車場滿後再停再停再停再停            往小學的路邊車位往小學的路邊車位往小學的路邊車位往小學的路邊車位，請勿將車子停放在鄰居的住宅旁。，請勿將車子停放在鄰居的住宅旁。，請勿將車子停放在鄰居的住宅旁。，請勿將車子停放在鄰居的住宅旁。請大家告訴大家，並將教會停車位留給請大家告訴大家，並將教會停車位留給請大家告訴大家，並將教會停車位留給請大家告訴大家，並將教會停車位留給 70歲以上行動不便長輩駕駛者、歲以上行動不便長輩駕駛者、歲以上行動不便長輩駕駛者、歲以上行動不便長輩駕駛者、家有二歲家有二歲家有二歲家有二歲以下孩童之以下孩童之以下孩童之以下孩童之            單親家庭、以及新來賓停放。謝謝合作。單親家庭、以及新來賓停放。謝謝合作。單親家庭、以及新來賓停放。謝謝合作。單親家庭、以及新來賓停放。謝謝合作。 【【【【兒童教會通知兒童教會通知兒童教會通知兒童教會通知】】】】自自自自 7/13起，兒童教會實施小朋友簽到制度；因此教會決定起，兒童教會實施小朋友簽到制度；因此教會決定起，兒童教會實施小朋友簽到制度；因此教會決定起，兒童教會實施小朋友簽到制度；因此教會決定將家長室移置一樓的副堂將家長室移置一樓的副堂將家長室移置一樓的副堂將家長室移置一樓的副堂(華語大堂側邊華語大堂側邊華語大堂側邊華語大堂側邊)，原來的家長室改為兒童教會，原來的家長室改為兒童教會，原來的家長室改為兒童教會，原來的家長室改為兒童教會簽到入口處，請兄姊多多配合、支持，並繼續為兒童事工代禱。簽到入口處，請兄姊多多配合、支持，並繼續為兒童事工代禱。簽到入口處，請兄姊多多配合、支持，並繼續為兒童事工代禱。簽到入口處，請兄姊多多配合、支持，並繼續為兒童事工代禱。 

本教本教本教本教會會會會 2005 年被接納為年被接納為年被接納為年被接納為    ────────    福音派財務誠信委員會會福音派財務誠信委員會會福音派財務誠信委員會會福音派財務誠信委員會會員員員員（Evangelical Council for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歡迎關心教歡迎關心教歡迎關心教歡迎關心教會財務狀況的兄姊到大廳櫥窗查閱教會每月財務報表會財務狀況的兄姊到大廳櫥窗查閱教會每月財務報表會財務狀況的兄姊到大廳櫥窗查閱教會每月財務報表會財務狀況的兄姊到大廳櫥窗查閱教會每月財務報表     



        �小家聚會             

      一、一、一、一、WELCOME 迎賓迎賓迎賓迎賓(破冰破冰破冰破冰)：參：參：參：參 GCCI 小小小小家家家家的遊的遊的遊的遊戲戲戲戲 

    二、二、二、二、WORSHIP 盡情的敬拜：參盡情的敬拜：參盡情的敬拜：參盡情的敬拜：參 GCCI 小小小小家家家家的敬拜組曲的敬拜組曲的敬拜組曲的敬拜組曲 1.101.101.101.10 月月月月 4444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 7777 點到下午點到下午點到下午點到下午 1111 點在本教會舉行點在本教會舉行點在本教會舉行點在本教會舉行 Mega Yard SaleMega Yard SaleMega Yard SaleMega Yard Sale，請弟兄，請弟兄，請弟兄，請弟兄姐妹姐妹姐妹姐妹將此事放在禱告中，各人家裏若有些東西可以整理出來作為當日的販將此事放在禱告中，各人家裏若有些東西可以整理出來作為當日的販將此事放在禱告中，各人家裏若有些東西可以整理出來作為當日的販將此事放在禱告中，各人家裏若有些東西可以整理出來作為當日的販賣品．求神給我們感恩的心喜樂的分享自己的物品，並熱情邀約親友賣品．求神給我們感恩的心喜樂的分享自己的物品，並熱情邀約親友賣品．求神給我們感恩的心喜樂的分享自己的物品，並熱情邀約親友賣品．求神給我們感恩的心喜樂的分享自己的物品，並熱情邀約親友鄰居前來共襄盛舉，希望當天有一個熱鬧歡欣輕鬆又好玩的教會活鄰居前來共襄盛舉，希望當天有一個熱鬧歡欣輕鬆又好玩的教會活鄰居前來共襄盛舉，希望當天有一個熱鬧歡欣輕鬆又好玩的教會活鄰居前來共襄盛舉，希望當天有一個熱鬧歡欣輕鬆又好玩的教會活動．動．動．動．    2.2.2.2.感謝神讓我們看見美國目前已經聯合四十多個國家一起打擊伊斯蘭國感謝神讓我們看見美國目前已經聯合四十多個國家一起打擊伊斯蘭國感謝神讓我們看見美國目前已經聯合四十多個國家一起打擊伊斯蘭國感謝神讓我們看見美國目前已經聯合四十多個國家一起打擊伊斯蘭國的的的的 ISISISISISISISIS 恐怖組織，攻擊在敘利亞首都的伊斯蘭大本營．求神賜下智慧恐怖組織，攻擊在敘利亞首都的伊斯蘭大本營．求神賜下智慧恐怖組織，攻擊在敘利亞首都的伊斯蘭大本營．求神賜下智慧恐怖組織，攻擊在敘利亞首都的伊斯蘭大本營．求神賜下智慧謀略及合一的心也求神興起使祂的仇敵四散，保守美國及所有參與的謀略及合一的心也求神興起使祂的仇敵四散，保守美國及所有參與的謀略及合一的心也求神興起使祂的仇敵四散，保守美國及所有參與的謀略及合一的心也求神興起使祂的仇敵四散，保守美國及所有參與的國家的安全．願神的旨意成就神的國降臨在地上如同在天上．阿們．國家的安全．願神的旨意成就神的國降臨在地上如同在天上．阿們．國家的安全．願神的旨意成就神的國降臨在地上如同在天上．阿們．國家的安全．願神的旨意成就神的國降臨在地上如同在天上．阿們．三三三三、WORK 作神的工：作神的工：作神的工：作神的工：────────傳傳傳傳    
   1.  傳福音：請組員們分享上週個人傳福音引人歸主或撒種的行動與結果     （＊小家長需事先指定二、三位組員分享） 
   2.  傳遞教會、小家的異象及本週區或小家所要作的服事以及安排負責同           工  
�背誦本週默想應用經文——哈該書 2:8-9 

“萬軍之耶和華說：‘銀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這殿後來

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

軍之耶和華說的。” 

                 四、四、四、四、WITNESS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五、五、五、五、WORD 話語分享：話語分享：話語分享：話語分享：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重建與復興重建與復興重建與復興重建與復興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以斯拉記以斯拉記以斯拉記以斯拉記 4：：：：24-5：：：：2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金但以理金但以理金但以理金但以理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一．一．一．一．重建從重建從重建從重建從百姓的歸回開始百姓的歸回開始百姓的歸回開始百姓的歸回開始        1. 1. 1. 1. 從被擄之地到應許之地從被擄之地到應許之地從被擄之地到應許之地從被擄之地到應許之地            2. 2. 2. 2. 從貧窮軟弱到富足剛強從貧窮軟弱到富足剛強從貧窮軟弱到富足剛強從貧窮軟弱到富足剛強            3. 3. 3. 3. 從二等公民到神的王子從二等公民到神的王子從二等公民到神的王子從二等公民到神的王子                二．二．二．二．重建中看見上帝的作為重建中看見上帝的作為重建中看見上帝的作為重建中看見上帝的作為        1. 1. 1. 1. 神激動外邦君王的心（拉一神激動外邦君王的心（拉一神激動外邦君王的心（拉一神激動外邦君王的心（拉一 2222----4444，拉六，拉六，拉六，拉六 11111111----12121212））））            2. 2. 2. 2. 神激動先知與領袖的心（拉五神激動先知與領袖的心（拉五神激動先知與領袖的心（拉五神激動先知與領袖的心（拉五 1111----2222））））            3. 3. 3. 3. 神激動神選民的心（拉一神激動神選民的心（拉一神激動神選民的心（拉一神激動神選民的心（拉一 5555））））                三。重建帶來神國度的復興三。重建帶來神國度的復興三。重建帶來神國度的復興三。重建帶來神國度的復興        1. 1. 1. 1. 話語的復興話語的復興話語的復興話語的復興            2. 2. 2. 2. 事奉的復興事奉的復興事奉的復興事奉的復興            3. 3. 3. 3. 敬拜的復興敬拜的復興敬拜的復興敬拜的復興            4. 4. 4. 4. 宣教的復興宣教的復興宣教的復興宣教的復興 
 
 
 
 
1. 請分享本主日信息對你最大的幫請分享本主日信息對你最大的幫請分享本主日信息對你最大的幫請分享本主日信息對你最大的幫助和提醒助和提醒助和提醒助和提醒。。。。 
2. 請分享本週請分享本週請分享本週請分享本週 QT 心得心得心得心得（（（（請按照寫出來的讀請按照寫出來的讀請按照寫出來的讀請按照寫出來的讀）））） 
3. 請按照請按照請按照請按照十十十十月月月月份份份份《《《《活潑的生命活潑的生命活潑的生命活潑的生命》》》》課本課本課本課本後面小後面小後面小後面小家家家家分分分分享第享第享第享第一一一一週週週週「「「「回顧有回顧有回顧有回顧有限的限的限的限的虛空虛空虛空虛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生生生生」」」」進行討論和分享進行討論和分享進行討論和分享進行討論和分享（（（（請兩位讀深入故事和深入信請兩位讀深入故事和深入信請兩位讀深入故事和深入信請兩位讀深入故事和深入信息息息息））））PPPP182182182182----PPPP18318318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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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牧養系統本堂牧養系統本堂牧養系統本堂牧養系統   主任牧師主任牧師主任牧師主任牧師-陳腓利（陳腓利（陳腓利（陳腓利（2014 年年年年））））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    牧區牧區牧區牧區    區區區區            長長長長    實習區長實習區長實習區長實習區長    小家小家小家小家長長長長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區牧區牧區牧區牧    顏鴻洲顏鴻洲顏鴻洲顏鴻洲    顏美惠顏美惠顏美惠顏美惠    
(626) 

8109079 

 

 

賈廣陸賈廣陸賈廣陸賈廣陸 談慧敏談慧敏談慧敏談慧敏
(626) 

333-2488 

朱雅仁朱雅仁朱雅仁朱雅仁 

626-330-7998 

愛英愛英愛英愛英    週二 9am 626-345-8792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德雯德雯德雯德雯    週三 10am 626-333-7982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姍宜姍宜姍宜姍宜    週四 9:45am 626-235-2639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曲博曲博曲博曲博‧‧‧‧湯丹湯丹湯丹湯丹 

909-598-1272 
中強中強中強中強    週五 8pm 909-217-8828 羅蘭崗羅蘭崗羅蘭崗羅蘭崗 曲博曲博曲博曲博    週五 8pm 909-598-1272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孫鈺銘‧鄭芷苓孫鈺銘‧鄭芷苓孫鈺銘‧鄭芷苓孫鈺銘‧鄭芷苓

626-321-1269 

LilyLilyLilyLily    週二 7:30pm 626-384-9415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天健天健天健天健    週四  1pm 626-589-0923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雪珍雪珍雪珍雪珍    週四 9:30am 626-674-2352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蘇揀選蘇揀選蘇揀選蘇揀選 李玉李玉李玉李玉蓉蓉蓉蓉 

(626) 

290-6028 

 

 葉承哲葉承哲葉承哲葉承哲‧‧‧‧吳玫吳玫吳玫吳玫 

909-821-6178 

筑琳筑琳筑琳筑琳    五 7:30pm 626-789-9509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哲仁哲仁哲仁哲仁    週五 8pm 626-965-4263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凱寧凱寧凱寧凱寧    週五 8pm 626-940-4349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朱大朋朱大朋朱大朋朱大朋‧‧‧‧杜薰芝杜薰芝杜薰芝杜薰芝 

562-697-3018 

桂英桂英桂英桂英    週日 1pm 626-872-7712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一德一德一德一德    週日 1pm 626-363-5898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韻琪韻琪韻琪韻琪    四 7:30pm 562-694-5891 羅蘭崗羅蘭崗羅蘭崗羅蘭崗 何正心‧莊淑如何正心‧莊淑如何正心‧莊淑如何正心‧莊淑如 

626-674-7404 
正心正心正心正心    五 7:30pm 626-674-7404 拉朋地拉朋地拉朋地拉朋地 志勇志勇志勇志勇    六 7:30pm 626-758-0131 核桃市核桃市核桃市核桃市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    牧區牧區牧區牧區    區長區長區長區長    實習區長實習區長實習區長實習區長    小家小家小家小家長長長長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區牧區牧區牧區牧 陳嘉正陳嘉正陳嘉正陳嘉正 劉泰風劉泰風劉泰風劉泰風 

(909) 

5946085 

陳顯榮陳顯榮陳顯榮陳顯榮 梁之光梁之光梁之光梁之光
(626) 

369-6288 

梁之光梁之光梁之光梁之光 

626-369-6288 

小萍小萍小萍小萍    週五 8pm 626-961-0066 羅蘭崗羅蘭崗羅蘭崗羅蘭崗 俞翔俞翔俞翔俞翔    五 7:30pm 626-452-8814 亞凱迪亞亞凱迪亞亞凱迪亞亞凱迪亞 沈祖燕沈祖燕沈祖燕沈祖燕 

626-964-2723 
祖燕祖燕祖燕祖燕    週六 10am 626-964-2723 羅蘭崗羅蘭崗羅蘭崗羅蘭崗 劉珍劉珍劉珍劉珍    週三 1pm 626-331-5832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王傳中王傳中王傳中王傳中 莊若霞莊若霞莊若霞莊若霞 

(909) 

594-5088 

莊若霞莊若霞莊若霞莊若霞 

909-594-5088 

欣欣欣欣龍龍龍龍    五 7:30pm 626-922-6373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張張張張煒煒煒煒    五 7:30pm 626-964-6030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培醍培醍培醍培醍    三 9:30am 626-965-3692 鑽石鑽石鑽石鑽石吧吧吧吧 經經經經媛媛媛媛    週五 8pm 626-475-1995 鑽石鑽石鑽石鑽石吧吧吧吧 李穎康李穎康李穎康李穎康‧‧‧‧徐敏怡徐敏怡徐敏怡徐敏怡 

909-861-9070 
穎穎穎穎康康康康    五 7:30pm 909-861-9070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子豪子豪子豪子豪    五 7:30pm 626-478-8981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林光信林光信林光信林光信 陳彤陳彤陳彤陳彤 

(626) 

384-7758    
陳陳陳陳    彤彤彤彤    

626-384-7758    紹仁紹仁紹仁紹仁    週四 8pm 626-589-6683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台萍台萍台萍台萍    週五 8pm 626-533-4778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邱麗蒨邱麗蒨邱麗蒨邱麗蒨    
909-569-2104 

仕浩仕浩仕浩仕浩        週五 8pm 626-731-8890 聖蓋伯聖蓋伯聖蓋伯聖蓋伯 盈魁盈魁盈魁盈魁    週五 8pm 909-576-4289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麗麗麗麗蒨蒨蒨蒨    週五 8pm 909-569-2104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思思思思伊伊伊伊    週五 8pm 626-322-8348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王國安王國安王國安王國安‧‧‧‧于崇琪于崇琪于崇琪于崇琪 

626-383-3514 

中一中一中一中一    週五 8pm 626-381-8306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士傑士傑士傑士傑    週五 8pm 626-373-3176 核桃市核桃市核桃市核桃市 尚義尚義尚義尚義    週六 10am 626-589-9245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    牧區牧區牧區牧區    區長區長區長區長    實習區長實習區長實習區長實習區長    小家小家小家小家長長長長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區牧區牧區牧區牧    余大為余大為余大為余大為    孟瑋孟瑋孟瑋孟瑋    
(909) 

5954253 
 

厲桓春厲桓春厲桓春厲桓春    盛曉玫盛曉玫盛曉玫盛曉玫    
(909) 

861-7905 

馮馮馮馮 敏敏敏敏  

(626)242-8732 
忠凱忠凱忠凱忠凱    四 7:30pm 626-377-1807 羅蘭崗羅蘭崗羅蘭崗羅蘭崗 馮敏馮敏馮敏馮敏    三 7:30pm 626-242-8732 核桃市核桃市核桃市核桃市 陳建和陳建和陳建和陳建和‧‧‧‧鄒采硯鄒采硯鄒采硯鄒采硯 

951-212-3333 
采硯采硯采硯采硯    六 7:30pm 951-212-3333 鑽石鑽石鑽石鑽石吧吧吧吧 振榮振榮振榮振榮    五 7:30pm 714-369-8999 奇諾崗奇諾崗奇諾崗奇諾崗 文洲文洲文洲文洲    日     1pm 626-487-8008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羅慕仁羅慕仁羅慕仁羅慕仁‧‧‧‧趙秀華趙秀華趙秀華趙秀華  

(909)598-2828 

偉揚偉揚偉揚偉揚    五 7:30pm 626-643-9960 鑽石鑽石鑽石鑽石吧吧吧吧 宣智宣智宣智宣智    五 7:30pm 909-861-2278 鑽石鑽石鑽石鑽石吧吧吧吧 

胡兆裕胡兆裕胡兆裕胡兆裕    韋海韻韋海韻韋海韻韋海韻    
(626) 

330-3868    
 屠立仁屠立仁屠立仁屠立仁‧‧‧‧王王王王藴藴藴藴惠惠惠惠 

909-861-3187 

麗忠麗忠麗忠麗忠    週三 11pm 626-765-3034 奇諾崗奇諾崗奇諾崗奇諾崗 恆業恆業恆業恆業    週五 8pm 714-526-5477 核桃市核桃市核桃市核桃市 台榮台榮台榮台榮    週五 8pm 909-917-5802 核桃市核桃市核桃市核桃市 癸齡癸齡癸齡癸齡    六 7:30pm 909-595-5863 核桃市核桃市核桃市核桃市 田峻清田峻清田峻清田峻清‧‧‧‧李菊林李菊林李菊林李菊林
626-720-3586 

勝文勝文勝文勝文    週日 1pm 626-710-0345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海鋒海鋒海鋒海鋒    週五 7:30pm 501-827-6065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張宏裕張宏裕張宏裕張宏裕‧‧‧‧謝旭雅謝旭雅謝旭雅謝旭雅  

(213)550-7027        張張張張    珉珉珉珉    五 7:30pm 626-363-3527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德軍德軍德軍德軍    週五 8pm 909-595-0589 核桃市核桃市核桃市核桃市 樓衛民樓衛民樓衛民樓衛民    楊心湄楊心湄楊心湄楊心湄
(909) 

594-8736    
楊心湄楊心湄楊心湄楊心湄 

909-594-8736    張堃張堃張堃張堃    週日 2pm 626-593-5562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祖明祖明祖明祖明    週五 8pm 909-282-8282 鑽石鑽石鑽石鑽石吧吧吧吧 陳陳陳陳允文允文允文允文    
310-985-1467 

允文允文允文允文    五 7:30pm 310-985-1467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瑞祥瑞祥瑞祥瑞祥    週六 10am 909-993-3538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玖華玖華玖華玖華    週五 8pm 626-317-6341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胡美莉胡美莉胡美莉胡美莉    
626-382-8433   

鴻齡鴻齡鴻齡鴻齡    五 7:30 pm 626-378-1883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五 7:30 pm 626-715-9476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    牧區牧區牧區牧區    區區區區            長長長長    實習區長實習區長實習區長實習區長    小家小家小家小家長長長長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區牧區牧區牧區牧    

 胡康胡康胡康胡康 古嫈勤古嫈勤古嫈勤古嫈勤
(562) 

6965796 

胡康胡康胡康胡康 古嫈勤古嫈勤古嫈勤古嫈勤
(562) 

696-5796 

陳智祥陳智祥陳智祥陳智祥‧‧‧‧陳德敏陳德敏陳德敏陳德敏 

626-960-2501 

德萍德萍德萍德萍    五 7:30pm 626-383-2091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銘宜銘宜銘宜銘宜    四 10:15am 909-612-7661 核桃市核桃市核桃市核桃市 趙國盟趙國盟趙國盟趙國盟‧‧‧‧趙彩玉趙彩玉趙彩玉趙彩玉 

626-789-0051 
彩玉彩玉彩玉彩玉    五 7:30pm 909-271-1594 奇諾崗奇諾崗奇諾崗奇諾崗 政勳政勳政勳政勳    五 7:30pm 626-768-0190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韓彤韓彤韓彤韓彤‧‧‧‧王天舒王天舒王天舒王天舒 

951-966-6335 
忠平忠平忠平忠平    三 7:00pm 626-589-7258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曉康曉康曉康曉康    五 7:30pm 626-737-5871 核桃市核桃市核桃市核桃市 楊淳璜‧方妍文楊淳璜‧方妍文楊淳璜‧方妍文楊淳璜‧方妍文 

909-899-5188 
淳璜淳璜淳璜淳璜    五 7:30pm 909-899-5188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長才長才長才長才    五 7:30pm 626-673-1977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鄧修宜鄧修宜鄧修宜鄧修宜  何黛莉何黛莉何黛莉何黛莉 

(626) 

965-2827    鄧修宜鄧修宜鄧修宜鄧修宜‧‧‧‧    何黛莉何黛莉何黛莉何黛莉    
626-965-2827 

澤斯澤斯澤斯澤斯    五 7:30pm 626-965-2827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明智明智明智明智    六 7:30pm 909-538-0889 奇諾崗奇諾崗奇諾崗奇諾崗 黃耀德黃耀德黃耀德黃耀德‧‧‧‧章芳仁章芳仁章芳仁章芳仁 

909-468-3834 

家祥家祥家祥家祥    六 7:30pm 909-861-3976 鑽石鑽石鑽石鑽石吧吧吧吧 耀德耀德耀德耀德    週五 10am 626-839-3512 羅蘭崗羅蘭崗羅蘭崗羅蘭崗 顏忠顏忠顏忠顏忠    五 7:30pm 626-810-7688 羅蘭崗羅蘭崗羅蘭崗羅蘭崗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    牧區牧區牧區牧區    區區區區            長長長長    實習區長實習區長實習區長實習區長    小家小家小家小家長長長長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區牧區牧區牧區牧    

 陳白川陳白川陳白川陳白川 胡永寧胡永寧胡永寧胡永寧 

(626) 

3335263 

陳白川陳白川陳白川陳白川 

(626) 

333-5263 

盛小慧盛小慧盛小慧盛小慧 

909-598-6273 

 

    孫凱孫凱孫凱孫凱    週五 8pm 949-829-1166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麗君麗君麗君麗君    ㄧ 7:30pm 909-896-0325 鑽石鑽石鑽石鑽石吧吧吧吧 

 青雲青雲青雲青雲    週六 8pm 626-991-8119 鑽石鑽石鑽石鑽石吧吧吧吧 韓覺敏韓覺敏韓覺敏韓覺敏‧‧‧‧蘇海文蘇海文蘇海文蘇海文 

626-428-1353 

覺敏覺敏覺敏覺敏    六 7:30pm 626-428-1353 鑽石鑽石鑽石鑽石吧吧吧吧 秉蔚秉蔚秉蔚秉蔚    週五 8pm 626-291-2238 羅蘭崗羅蘭崗羅蘭崗羅蘭崗 巴林巴林巴林巴林    週六 8pm 626-991-8119 羅蘭崗羅蘭崗羅蘭崗羅蘭崗 

 胡永寧胡永寧胡永寧胡永寧 

(626) 

333-5263 

方興方興方興方興‧‧‧‧陳珮華陳珮華陳珮華陳珮華 

626-367-8565 

珮華珮華珮華珮華    週五 8pm 626-688-0469 羅蘭崗羅蘭崗羅蘭崗羅蘭崗 昆昆昆昆澤澤澤澤    週五 8pm 626-367-8565 菲利浦牧場菲利浦牧場菲利浦牧場菲利浦牧場 

 孟婷孟婷孟婷孟婷    週五 8pm 909-896-8858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鄭秋鄭秋鄭秋鄭秋慧慧慧慧 

626-369-3075 

秋慧秋慧秋慧秋慧    週日 1pm  626-369-3075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德明德明德明德明    四 7:30pm 909-982-7586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第六第六第六第六    牧區牧區牧區牧區    區區區區            長長長長    實習區長實習區長實習區長實習區長    小家長小家長小家長小家長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區牧區牧區牧區牧    
(英青英青英青英青) 張雁南張雁南張雁南張雁南 張維筠張維筠張維筠張維筠 

(626) 

8931441 
張雁南張雁南張雁南張雁南 

(626) 

893-1441 

 

Jeff Lo 

909-720-

0323 

 

Joey 週六 3pm 626-377-3827 奇諾崗奇諾崗奇諾崗奇諾崗 

Jimmy 週六 3pm 626-678-5440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張雁南張雁南張雁南張雁南 

626-893-

1441 

Stephanie 週五 8pm 323-400-5168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Annie 週日 1pm 626-780-3700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FIG 

(Peggy) 

週六 10pm 626-862-6307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FAITH 

(Carol) 

週六 10pm 909-641-9822 鑽石鑽石鑽石鑽石吧吧吧吧 

Joe Ming 週五 8pm 626-321-1662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Tracy 
週五
7:30pm 

626-388-7652 哈哈哈哈    崗崗崗崗 

 東東東東    區區區區    區區區區            長長長長    實習區長實習區長實習區長實習區長    小家長小家長小家長小家長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區牧區牧區牧區牧 陳嘉正陳嘉正陳嘉正陳嘉正 劉泰風劉泰風劉泰風劉泰風 

(909) 

5946085 

 
 

 

 

溫漢光溫漢光溫漢光溫漢光 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五 7:30pm 

 

909-862-0363 

 

內陸內陸內陸內陸 向軍向軍向軍向軍 五 7:45pm 

 

626-512-8779 可羅納可羅納可羅納可羅納 愛琳愛琳愛琳愛琳 

五 7:30pm 

 

626-465-8860 莫雷諾莫雷諾莫雷諾莫雷諾谷谷谷谷 AAAAWANAWANAWANAWANA    週五週五週五週五 7:307:307:307:30----9:30pm  Room# English Chape9:30pm  Room# English Chape9:30pm  Room# English Chape9:30pm  Room# English Chapel l l l （英語堂）（英語堂）（英語堂）（英語堂）    

張維筠張維筠張維筠張維筠 

 (951) 

2178811 

••••Pre - School       Richard  ••••K - Grade 2          Florence, Esther, Ruby, Claire  ••••Grade 3-4            Evelyn, Christine 

•Grade 5-6            Carol  
 

 

��������禱告會禱告會禱告會禱告會    （（（（暫定暫定暫定暫定）））） 星期五 7:30pm－9:00pm  ＠大堂─全教會  單月第一週 第一牧區  (連絡：各區區牧) 單月第二週 第二牧區  (連絡：各區區牧) 單月第三週 第三牧區  (連絡：各區區牧) 單月第四週 休息 單月第五週 休息 
 星期日 8:30am－8:50am  中文堂：＠一樓大廳    

 雙月第一週 第四牧區  (連絡：各區區牧) 雙月第二週 第五牧區  (連絡：各區區牧) 雙月第三週 第六牧區  (連絡：各區區牧) 雙月第四週 西語堂 雙月第五週 休息     
 教會音樂事工教會音樂事工教會音樂事工教會音樂事工 A. A. A. A. 敬拜讚美團敬拜讚美團敬拜讚美團敬拜讚美團 

1. 同工開會培訓 每月最後一個主日中午 12:00-1:30 

2. 練習：a.每週六 10:00am-12:30pm  b.每週日 10:30-12:00 

3. 地點：教會二樓禱告室 

4. 聯絡：Carol Chiu 909-569-2104 

 B. B. B. B.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 練習： a. 週三晚上 6:30-9:30 (6:30-7:20晚餐‧7:30-9:20練唱) 

                 b. 週日早上 9:00-12:30 (練習與兩堂獻詩服事)  

                 c. 每月的最後一個主日休息 (各區輪流獻詩) 

2. 地點：教會二樓 214教室 

3. 聯絡： Jason Young (班長 626-512-2050)  

 C. C. C. C. 管弦樂團管弦樂團管弦樂團管弦樂團 

1. 教會管弦樂團 週日早上 9:00-11:40 (聯絡:司志藝 909-595-0381) 

2. 地點：教會二樓大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