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教會 (不含差傳)預算/月 - $172,130.91
上主日經常奉獻: $19,281.42
九月累積 : $127,992.13
愛心: $70
感恩: $50
2020 差傳預算/月- $38,424.25
差傳奉獻: $3,167.45 九月累積: $12,654.00
中宣專案: $2,000
MOM: $454

主日學

主日崇拜

兒童: Zoom

(直播)

粵語: Zoom

粵: 9:15 AM

英語: Zoom
國語: Zoom

英: 9:15 AM
(含兒童主日崇拜)

禱告會

晨禱: 514
(週一～六)

週三
晚禱: 網上

Bread of Life Church 洛杉磯靈糧教會
2780 Lomita Blvd, Torrance, CA 90505
TEL: (310) 325 – 7777; FAX: (310) 325 – 7853

(Zoom 視頻)

國: 11:15 AM

【恩典外展事工 (MOM) ：“午後音樂會”募款】
募款活動時間： 2020年10月10日 (週六) 下午 三時至五時
邀請弟兄姊妹一起來參加為墨西哥San Telmo 基督教學校的網上
“午後音樂會”募款活動。您們將聆聽現場的音樂﹑鼓舞人心的分享，和關於
這所在外勞農場社區的學校是如何改變他們生活的見證。 San Telmo 基督教
學校建校至今已有十年，在這疫情期間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
»» 請於 10/10，3:00 pm 至教會網站，國語堂網頁下方，點擊“午後音樂會”內頁
的 LINK 鍵或 鏈接 www.youtube.com/watch?v=zqvJOZhzu64
詢問，請聯繫劉無畏醫師

【差傳年會 (Missions Conference) 】
主題：榮耀的君王要再來 The Glorious King Returns
講員：Dr. Paul Park/干首書長老翻譯 (專題：Dr. Paul Park，以及 Ami Kim)
年會時間：2020年10月16-18日 (週五 7:30 pm、週六 9:00 am– 專題 & 7:00 pm，
以及主日崇拜聚會時間 11:15 am)
聚會形式：使用直播以及網上 (Zoom) 視頻
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詢問，請聯繫胡宇康傳道

【社區物資發放】
10/12 (週一) ，9:00-11:00 am ，地點：洛杉磯靈糧教會停車場。
由馬鞍峰教會主辦/洛杉磯靈糧教會協辦。
請乘車經由停車場車道領取，不需下車。
»» 歡迎義工參與，請至 https://signup.com/go/vLUREMo 登記
詢問，請聯繫教牧同工

Ling Liang 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

http://www.breadoflifechurch.org

國語堂主日崇拜
二０二０年十月四日

午堂 11:15 AM
宣召
約翰福音 一:1, 14
敬拜讚美
我的救贖者活著
以利亞的日子
一生一世
一顆謙卑的心
牧禱/為萬民禱告
信徒奉獻
讀經
啟示錄 五：1-7
證道
「誰配展開書卷」
回應/聖餐
詩歌：真神羔羊
報告
三一頌/祝福
 本主日事奉同工 ➢

 下主日事奉同工 ➢

證道/聖餐主禮: 葛國光牧師
主席: 張磊牧師
敬拜主領: 左雪伻師母
司琴: 高志翔牧師

證道: 葛國光牧師
主席: 胡宇康傳道
敬拜主領: 陳若蕊
司琴: 汪淑慧

☆ 華語靈修專線：(310) 756-0735 ☆

國語堂事工
1) [呼求復興] 40天連鎖禁食禱告：9/24-11/2，誠摯邀請弟兄姊妹成為禱告
大軍的 一員，請至教會國語堂網頁及教會手機 App 登記認領禁食禱告時段。
詢問，請聯繫團契主席﹑小組組長，或教牧同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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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週間晨禱 (週一 ~ 六；通訊應用程式 LINE): 514人 以上(次)；
週三禱告會 (網上視訊 Zoom): 52人以上

二０二０年教會主題
『20/20 視野: 活出討 神喜悅的生活』
20/20 Vision: Living with God's Perspective ~ «以弗所書 Ephesians» 5:8-10

2020 年 團契暨外展/負責同工/聚會時間表 


更新團契
弟兄姊妹會

左中奇 & 黎登全
黎登全
林陳培(主席)
1 組.干首書長老
2 組.牛鸞屏
3 組.郭博安
4 組.王華東
5 組.汪仁忠
7 組.林心遠

仁愛團契

 2020 差傳年會 ● 10/16-18 

主題：榮耀的君王要再來 The Glorious King Returns
講員：Dr. Paul Park/干首書長老翻譯
● 使用直播以及網上 (Zoom) 視頻
10/16 (週五)
第一堂：繪製全球屬靈地圖 Global Spiritual Mapping
7:30 pm
10/17 (週六)
9:00 am & 專題 (講員：Dr. Paul Park & Ami Kim)
10:45 am
10/17 (週六)
第二堂：末日的宣教 End-Times Missions
7:00 pm
10/18 (主日)
9:30 am
10/18(主日)
11:15 am

國語堂聯合主日學 | 網上 (Zoom) 視頻
(宣教禾場分享：Ami Kim )
第三堂：伊斯蘭教與最終復興 Islam and Final Revival

Dr. Paul Park 是 InterCP 在中東的長期宣教士(十年)，目前在中東服事。他
擁有首爾國立大學的醫學博士學位，並且是韓國首爾國立大學國際政治專業博
士學位候選人。
● Ami Kim 宣教士目前是 InterCP 北美派遣協調員服事年輕的一代。她擁有華
盛頓大學大眾傳播學士學位，並曾在中東地區宣教服事 4 年，以及在伊朗宣教
服事 1 年。

馬兆明 & 范偉棟(主席)
以琳小組: 葛利軍
麥子小組: 趙守雲
加利利船小組: 李東英

神州團契

佳音團契
家樂團契
(金蘋果、銀網子)

喜樂團契
學生團契
豐盛、恩典小組

劉虹
方憶
第五小組: 朱嫦榮
龔紫玲 & 唐詠儀
孫榮東(聯絡人)
侯兆基(金)/陳良(銀)
李淑蘭
張磊牧師
胡宇康傳道(豐)/
陳光馥(恩)

聖樂團契

吳定一/吳慶有

敬拜讚美小組

高志翔牧師、
安達杜鳳蘭 & 李淑蘭

●

AWANA
兒童團契
花藝外展
排舞教室外展
國劇外展

陳睿
李玲純 & 陳光馥
錢吳玉玲 & 陳光馥
趙立志傳道 & 許趙靈芝

每週五上午 10：30
每月第三個週六，上午 10：15
1 組.每主日晚 7：00 在各家庭
2 組.每月第三個週六晚 6：30 在各家庭
3 組.每月第四個主日下午 4：00 在教會
4 組.每月第二個週六晚 6：30 在教會/
第四個週六上午 9：00 戶外活動
5 組.每週五晚 7：30 在汪仁忠伉儷家
(英語聚會)

7 組.每月第二個週六下午 4：00 在教會
團契聚會:
每月第一個週六晚，福音/見證聚會，在教會

以琳小組: 週六晚 7：30 在家庭
麥子小組: 週六晚 7：00 在家庭
加利利船小組: 週六晚 7：30 在家庭
第五小組: 週五晚 7：30 在教會

每週五晚上
７：３０
在教會

主日下午 1：15 在小禮堂練唱，
不定期分享聚會
每月第 1 個週六，上午 10：00
在大禮堂
每週五晚上 7：30
(2020-2021 學年度於 9 月 4 日開始)
每月第 3 個週六，上午 9：30
每隔週週二，晚上 7：30
每月第 1/3 個週六下午 3：30

(備註：疫情期間，採取網上 Zoom 平台聚會或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