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省基督教會聯會 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結合靈修、宣教和社關之聯合事工  
2023     年「聯會」主題：重燃傳福音的熱誠        

1. 年度主日講台交換 
今天「羅省基督教會」牧者們在各會員教會交換講台
分享信息，請為他們的信息有力及與弟兄姊妹的交通
禱告。 

2. 「聯會」年度教牧同工退修會 
Dr. Kyle Strobel 將於 6 月 4-7 日(週日至週三) ，於
Malibu 的 Serra Retreat Center 帶領「聯會」教牧同工
退修會，主題是《Prayer: How Honesty with God 
Transforms Your Soul 》 。 Dr. Strobel 現 職 Biola 
University 靈修神學副教授。請在禱告中記念所有與會
牧者，能享受安息，身心更新，有美好的學習、反思
及團契。 

3. 6/10 晚上 6-8 時在格蘭岱爾羅省基督教會以音樂會友 
歡迎所有音樂級別的會友，帶上你的樂器，一起來演
奏音樂！也歡迎你來一同歌唱。我們將提供樂曲和點
心。 

4. 2023 《Encountering God 經歷神》培訓課程 
「 聯 會 」 於 8/5 至 9/30 將 推 動 為 期 九 週 的
《Encountering God 經歷神》培訓課程，詳情容後公佈。
請向曾哲生弟兄查詢及報名 (chitsang@yahoo.com)。 

 

上週主日崇拜實體出席人數與奉獻 

 
格蘭 

岱爾 

聖迦谷 

鑽石崗 ACC 

亞凱迪亞 

聖迦谷 
豐盛 

之家 

亞凱 

迪亞 

恩上 

之家 

國語 83 192 63 全教會 -- 32 19 

粵語 16 112 -- 聯合 -- 95 -- 
英語 140 86 -- 崇拜 91 49 -- 
青少年 與英語聯合 與英語聯合 7 157 -- 20 -- 

 總人數: 1,162 
 

  格蘭岱爾 聖迦谷 鑽石崗 ACC   亞凱迪亞 

經常費 13,324.36 23,973.00 3,836.25 2,119.53 7,001.00 

聯會宣教 1,489.00 1,090.00 50.00  -- 430.00 

其他 560.00 2,226.00 100.00 2,510.35 1,030.00 

04/23 結存 (12,373) 20,692  3,558  13,459  28,862  

01-04/23 結存 (39,027) 19,222  (52,448) 47,275  641    

主任牧師 
鄭秀全牧師 
joshua.cheng@fecsgv.org  

粵語堂牧師 
黃佩如傳道 
tracia.wong@fecsgv.org 

  

國語堂/豐盛之家協調長老 
梁經綸長老 
alan.liang@fecsgv.org 

國語堂牧師 
欒曉麗牧師 
xiaoli.luan@fecsgv.org 

 

青少年事工牧師 
Rev.Ben Poli 
ben.poli@fecsgv.org 

兒童事工主任 
En Poli 姊妹 
en.poli@fecsgv.org 

 

豐盛之家牧師 
李柏恆牧師 
abraham.li@fecsgv.org 

豐盛之家傳道 
楊春梅傳道 
serena.yang@fecsgv.org 

 

行政主任 
張慧娟姊妹 
janet.chang@fecsgv.org  

行政助理 
吳雅麗姊妹 
nicole.wu@fecsgv.org  

 總務  
王強弟兄 
qiang.wang@fecsgv.org 

中文學校校長 
鄭寶鳳姊妹 
catherine.jeng@fecsgv.org  

司提反關懷事工主任 
陳仁玫牧師 
jennifer.lin@fecsgv.org  

傳愛關懷中心 
鄭秀全牧師 
joshua.cheng@fecsgv.org 

 主日崇拜 (週日早上)   主日學 (週日早上) 禱告會 
 英語成人 9:30 副堂   英語成人   11:15 粵語  週三晚  7:30 

 英語青少年 9:30 青年中心 英語青少年   11:30 國語  週三晚  7:30 
 粵語 9:30 大堂 粵語   11:30    
 國語 11:30 大堂 國語(週一晚上) 7:30 
 
主日兒童節目(早上)  
學前兒童    9:30  
崇拜(幼稚園至五年級)   9:30  
學前兒童   11:30  
主日學(幼稚園至五年級) 11:30   

 
週間兒童節目(晚上)  
週五                    8:00     

團契小組 (週五晚上)  
國、粵、英語 7:30 - 9:30 
(成人、青少年及兒童) 
中文學校 
週六早上 9:00–中午 12:00 
課後輔導班 
週一至週五下午 1:40–6:00 
暑期學校 
週一至週五上午 8:00–下午 6:00  

 

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 - 豐盛之家 
First Evangelical Church of San Gabriel Valley 
House of Abundance 
5607 N Barranca Ave, 
Azusa, CA 91702 
www.HouseOfAbundance.org 

羅省基督教會聯會 
First Evangelical Church Association 
2617 W. Beverly Blvd 
Montebello, CA 90640 
電話： (323) 727-7077 
傳真： (323) 727-7977 
電郵：office@feca.org 
網站：www.feca.org 

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 
First Evangelical Church of San Gabriel Valley 

3658 Walnut Grove Ave, Rosemead, CA 91770 
電話：(626) 571-5537, 571-1568  

admin@fecsgv.org ‧ www.fecsgv.org 
 www.facebook.com/FECSGV 

   
 

 

 

跟隨基督 

活出榮耀呼召 

2023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 

我在哪裏，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裏； 

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約翰福音 12:26) 

 

 

 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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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迦谷教會 

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本主日是聯會交換講台主日: 歡迎格蘭岱爾堂 Michael 
Hsu 牧師、鑽石崗堂鄭文選牧師、亞凱迪亞堂林天順牧師、
Andrew Wong 牧師到本堂證道。本堂牧者本主日分別前往
各會員教會證道。請為牧者禱告，求主紀念所有牧者的擺
上及辛勞。 

6 月 4 日（日）教會 37 週年慶聯合崇拜：將於 6/4（日）
上午 10 時在大堂舉行。崇拜後請留步共享午餐，同沐主恩！ 

6 月 10 日（六）真平安實體音樂會：面對人生中突如其來
的暴風兩，如何能享有一份真正的平安？由角聲癌症協會
主辦、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協辦，將於 6 月 10 日（六）下
午 2:00-4:00 在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舉辦「真平安實體音
樂會」。特邀：盛曉玫、泥土音樂團隊。免費入場，請弟
兄姊妹踴躍邀請親朋好友一起來參加一場音樂與心靈的饗
宴。詳見夾頁及佈告欄。 

6 月 24 日（六）美食嘉年華為教會「福音復興基金」籌款： 
6/24 週六，教會將舉辦一場別開生面的”大江南北中外小
吃大排檔”募款活動，目的是為教會新設立的「福音復興
基金」籌款，該基金的宗旨是將福音傳給本地有逼切需要
的群體。6 月 24 日週六中午 12 點至下午 3:30 點，在教會
中庭舉行，恭請各個堂會小組拿出絕活手藝、私房菜，以
食會友，絕對讓你流口水! 也請弟兄姊妹們屆時踴躍參加! 
詳情我們會與小組長聯絡，於下兩周的小組聚會中報告。
各堂會協調執事: (國) Chris 柴玉玲 & Tony 張望東，(粵) 
Fan Lai，(英) Bob Jung，（豐盛之家）Andy Su。 

教會在 5 月 14 日起之場地重開安排:為配合美國聯邦新冠
病毒公共衛生緊急措施於 2023 年 5 月 11 日結束，長老會
決定由今年 5 月 14 日起，在教會場地內、室內外皆無戴口
罩的規定，此外，主日早上將恢復咖啡、茶和水的供應。
詳情請閱鄭秀全主任牧師於 5 月 14 日給教會大家庭的信
（見夾頁）。 

主日崇拜大堂鮮花：由國語堂 Chang’s Family 奉獻。 

 

國語堂 

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主席：韓聖彰長老 講員：鄭文選牧師 

 

 
 

宣召     主席 

敬拜讚美 會眾 

 禱告  梁經綸長老 

 聖餐  鄭秀全主任牧師 

 奉獻          請使用網上奉獻 主席 

 報告  主席 

 信息          危機變轉機！ 

      徒 6：1-7 

鄭文選牧師 

 三一頌 會眾 

 領受祝福 鄭文選牧師 

 

–    

 

背誦經句:「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

創造的，是我所塑造，所做成的。 （以賽亞書 43:7）」 

國語堂 

一. 歡迎 

第一次參加主日崇拜的新朋友！ 

二. 會內消息 

5/19-21 興起南加禱告大會：今日下午的課程，原訂

在 Chino 的真道靈糧堂，改在教會大堂看直播。教會

將給學員預備中飯，請憑上課名牌用餐、上課，有兒

童照顧。 

6/10 角聲「真平安實體音樂會」：角聲癌症協會與

本教會在 6/10 下午 2-4 點邀請到盛曉玫姐妹與泥土音

樂團隊舉辦「真平安實體音樂會」，地點在教會大堂，

免費入場。歡迎弟兄姐妹邀請福音朋友前來參加。 

6/1 福音陪談員線上培訓會：為配合教會福音工作開

展，教會邀請角聲專業陪談同工協助教導弟兄姐妹如

何做有效的福音陪談。歡迎所有願意接受 "佈道陪談" 

訓練的弟兄姊妹於 6/1 晚上 8 點上線（Zoom #: 279 

668 6926; 密碼: 1306）參加。 

全面恢復實體聚會：隨著新冠疫情落幕，教會全面

恢復實體聚會，網上直播依舊，但在六月起，將恢復

中午用餐，國語堂也將自 6 月起恢復往日收奉獻與傳

遞聖餐之程序，屆時請弟兄姐妹與同工們配合，謝謝！ 

下一季（6-8 月）裝備課程 報名即將截止：課程內

容請參閱夾頁，並選擇您合適的課程，在網上報名參

加。報名截止於今日（5/21），請儘速報名。 

第 2 季洗禮與獻兒禮：第 2 季洗禮將安排在 6/25 與

7/2 舉行，請各小組長協助受洗申請人填寫申請單，

於 6/4 前將齊全的受洗申請單（含受洗見證）提交教

牧，並請受洗申請人參加 6/18(日)  8:30am-11:00am

的受洗課程（時間不便者，另行安排）。 

下週 5/28/2023  歡慶主日與你有約 主日崇拜 

主席：方欽明弟兄 講員：張玉琴姐妹、彭惠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