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教會 (不含差傳)預算/月 - $172,130.91
上主日經常奉獻: $25,150.70
八月累積 : $118,226.45
愛心: $240
獻花: $35
建堂: $1,464
感恩: $270
2020 差傳預算/月- $38,424.25
差傳奉獻: $3,060.45 八月累積: $13,221.70
中宣專案: $4,000
InterCP: $2,000
MOM: $2,400

主日學

主日崇拜

禱告會

兒童: 暫停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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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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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
晚禱: 網上

國語: Zoom

(週一～六)

Bread of Life Church 洛杉磯靈糧教會
2780 Lomita Blvd, Torrance, CA 90505

(含兒童主日崇拜)

TEL: (310) 325 – 7777; FAX: (310) 325 – 7853

國: 11:15 AM

http://www.breadoflifechurch.org

【兒童事工 (Children's Ministry)：秋季更新】
1) 兒童主日崇拜：主日兒童事工將繼續每主日 9:15 am 的家庭崇拜 (英文堂主日
崇拜) 。並提供與主日信息相關的兒童材料！
»» 請兒童家長至教會網站兒童事工首頁訂閱兒童事工通訊，可得到從兒童事工
直接發送的兒童事工訊息。
2) 兒童主日學：暫定於 9/13 (下主日) 11:15 am 開始，提供 30 分鐘或 60 分鐘
的兒童主日學網上 Zoom 平台課程。
»» 請兒童家長至教會網站兒童事工首頁下點選 Children’s Fall Update ，
報名兒童主日學網上 Zoom 平台課程。
3) Awana 兒童事工：每週五 7:30-8:45 pm ，新一學年的事工已開始，使用網上
Zoom 平台聚會。
»» 請兒童家長至教會網站兒童事工下 Awana 頁面查詢更多信息。
詢問，請與蔡慧恩傳道 (faithtsai@breadoflifechurch.org) 聯繫

【賑災】
我們教會將捐助 $30,000 至世界展望會 (World Vision) 為幫助在黎巴嫩 貝魯特
大爆炸的救濟行動。並接受弟兄姊妹的捐款至 9/13 截止。
»» 支票奉獻，抬頭請寫 Bread of Life Church，備註欄請明示
“黎巴嫩 Lebanon”；或在教會網站/教會手機 App 上的網上奉獻，
選取“General” Fund 以及在 Notes 下方空格內鍵入“Lebanon”。

【2020 年會員大會 (Membership Meeting) ：登記投票】
2020年會員大會將採用網上投票 或 郵寄投票方式來通過 2021 年教會預算以及
執事候選人。請弟兄姊妹至教會網站 國語堂首頁 或 教會手機 App 點擊
“會員大會登記投票”，完成填寫後，請點擊“提交 Submit”。我們將在10月
中旬經由您的電子郵件或郵寄地址向您發送投票單。登記截止日期為 9/20。
»» 登記者，必需是 ① 經由我們教會受洗，或是經由申請加入我們教會成為會員，
② 年滿 18 歲。
詢問，請與教牧同工聯繫

Ling Liang 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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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糧精兵門徒訓練學校
時間：2020 年 9 月 13 日至 11 月 29 日

1) 秋季主日學：9/13 (下主日起) ~11/29，每主日 9:30~10:45 am。目前課程
為網上課程 (Zoom) 。包括『基要真理』、『舊約概論』、『羅馬書』，
以及『彼得前後書 』。
»» 欲參加的弟兄姊妹，請與胡宇康傳道 (基要真理) 、陽長老 (舊約概論)、
宋長老 (羅馬書) ，以及潘大偉 (彼得前後書) 聯繫。
2) 異象學校 Vision School 培訓：9/19 開始，八週課程，週六 10:00 am ，
使用網上 Zoom 平台，費用：成人 $90，青少年 $70 (初中-大學生)，
並 ** 教會補助會員 $40/人 ** 。
◎ 異象學校課程為培訓學員成為將 神的心意與福音傳講給列邦所有民族的
耶穌門徒。
»»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請向教牧同工登記報名。
3) 禱告聚會：兩個時段分別為，
◎ 週間晨禱: 週一至週六，6:30~7:45 am，請事先下載手機通訊應用程序
(以LINE 為主) ，
◎ 週三禱告會: 7:30~9:00 pm ，使用網上 Zoom 平台
»»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請告知教牧同工申請加入群組。
4) 為體弱者代禱：左王素珠、徐昌德、林鴻禧、唐潔心、王育文、陳碧絹、
王睿哲、舒正英、孫蓉、胡昆雲、許潛、倪天明。
5) 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週間晨禱 (週一 ~ 六；通訊應用程式 LINE): 445人 以上(次)；
週三禱告會 (網上視訊 Zoom): 48人以上

科 目/教 室

基要真理/網上課程 (Zoom)

教 師
課 程 簡 介

胡宇康、高志翔、黃文煇、周文華

科 目/教 室

舊約概論/網上課程 (Zoom)

教 師

2020 秋季成人主日學
每主日上午 9：30－10：45

基要真理班是針對慕道友、對真理要有更深一層認識的會友、或欲轉為
靈糧堂成為會員而開設的課程。此課程有十二堂課：認識上帝、認識
基督、認識聖靈、如何明白聖經、如何禱告、得救的確據、了結舊習、
了結舊信、洗禮、聖餐、認識教會、成為會員。我們會以詩歌敬拜開始，
再以課程內容教導、個人領受、見證分享來更深認識真理、更多地信靠
上帝，並更緊緊地跟隨祂。

陽道華、干首書、趙立志、高志翔

課 程 簡 介

新舊約概論課程目標：學員按照一年進度安排，將整本聖經逐卷有系統地
讀完一遍。使無論是初信者或是進深的信徒，都能掌握每一卷書的精義與
概要。
課程內容：以整本聖經為課本。
舊約聖經包括摩西五經、歷史書、詩歌智慧書、大先知書、小先知書。
新約聖經包括四福音、歷史部分、保羅書信、一般書信、預言 (啟示錄)。
使用《基礎讀經舊約手冊》《基礎讀經新約手冊》輔讀。
秋季班：耶利米哀歌 至 瑪拉基書、完成舊約縱覽。

科 目/教 室

羅馬書/網上課程 (Zoom)

教 師
課 程 簡 介

宋裴霖、林光能、王宇、葛利軍、楊永麗

聖經經卷班將於秋，冬兩季研讀「羅馬書」。
羅馬書曾被譽為【新約中的新約】，馬丁路德稱它為【大光】，把全部聖
經照亮，又說【若人將聖經毀壞，只留羅馬書與約翰福音，亦足以保守吾
人得救，永存不朽】。羅馬書的前八章講到個人得到救恩的基本真理，指
出全人類都陷在罪中，需要神所預備的救贖，也就是祂藉著耶穌基督在十
字架上所完成的得救方法。第九章至第十一章說到猶太人雖暫時被棄卻終
必得救，顯出神無窮難測的智慧。本書的後半部則說到有了新生命，新性
情的信徒生活。當我們研讀羅馬書時也讓我們再次省察我們對基督的委身
及對弟兄姐妹所應有的堅定且美好的關係。

科 目/教 室
教 師
課 程 簡 介

彼得前後書/網上課程 (Zoom)
潘大偉、高正中、張磊、李晶

彼得前後書是使徒彼得寫給小亞細亞眾教會的書信，書信的目的：是勉勵
信徒在苦難中堅忍到底，以致得著 神為我們預備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
能衰殘、為我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馬丁路德在他對彼得書信之評論中寫
道：「這封書信是《新約聖經》最偉大的著作之一。它是純真的福音。…
他灌輸信心的真正教義，說明基督是如何被賜予我們，除去我們的罪，並
拯救我們的。」歡迎大家一起來學習彼得前後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