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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連、重組、重建】
宣召經文: 智慧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內、
必得聰明。高舉智慧、他就使你高陞．懷抱智慧、
他就使你尊榮。他必將華冠加在你頭上、把榮冕
交給你。

(箴言 4:7-9)

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一年五月廿三日上午十一時正
主席：陳仲豪長老
司琴：黃師母

講員：許道良牧師
領詩：吳黃慧妮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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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牧 師
耶和華神父子聖靈，三位一體奇妙真神，
眾
主寶座前罪人伏拜，求賜赦免、恩典、生命，阿們!
約翰福音 14:16-19; 使徒行傳 2:1-4;
加拉太書 5: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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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天父愛世慈仁，讚美耶穌代贖洪恩，
讚美聖靈開我茅塞，讚美三位合一真神，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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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1. 下星期崇拜講員是陳仲豪長老，主席是耿學強執事、司琴是王囿
香姊妹及領詩是陳董慧瑜姊妹，英文崇拜是 Pastor Ward。
2. 本星期三的祈禱會的焦點是「我們的宣教士和大使命」。該晚祈
禱會將由溫國民執事主持。主持六至七月份的祈禱會的輪值表將
會在五月底電郵給各有關弟兄姊妹。
3. 請各弟兄姊妹務要在你們的支票上填寫本堂的英文全名：「San
Gabriel Valley Alliance Church」。
4. 本堂中文部將於六月六日開始完全重開實體中文主日崇拜。請留
意和切實遵守本堂根據衛生部門的有關規定制定的指引（見附
件）。上主日共有 29 人出席。英文部也將於六月份舉行實體主日
崇拜預演。請代禱。
5. 我們需要大量義工（凡已接受疫苗注射者）參與由 Darius Wu 領
導的籌備和執行工作小組的事奉。有意者請把你們的名字和聯絡
資料用電郵通知 Castalia (secretary@sgvac.org) 。
6. 英文部已經籌備在七月十日在教會為本堂的高中生和大學生舉行
一個實體的「回歸日」活動。請代禱和邀請他們出席。詳情將會
稍後公佈。
7. 由 7/17-10/23 起，逢星期六上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將舉辦「活現
生命規劃」基礎課程（見附件），由實習老師 Rebecca Kan 和
Lily Ma 帶領。報名及查詢請與 Rebecca Kan 姊妹聯絡:
rebeccalaw119@gmail.com。
8. 我們的基教部同工 Donna 已於 4 月 29 日起至 5 月 31 日回家放年
假（包括在家工作）。弟兄姊妹可以用電話或電郵與她聯絡。
9. 雖然上星期五相方向外宣佈暫時停火，請繼續為以色列和巴勒斯
坦之間得享和平禱告。

中文聚會時間表
‧ 禮拜三

祈禱會

8:00pm (Zoom)

https://us02web.zoom.us/j/81442167793?pwd=bHg5aUwzSkJ3MWFtakR1UmxQVXFnZz09

‧ 禮拜五
錫安團契 (職業中年/成人/家庭) (中文)
8:00pm (Webex)
若有興趣參加，請聯絡 Grace Wan (gyoung_kali@yahoo.com)
迦南團契 (職業青年/新婚夫婦)(中文)
8:00pm (每月第 2、4 週五)
(Webex)
若有興趣參加，請聯絡 Susanna Leung (susu.leung@gmail.com)
‧ 禮拜六
約書亞團契 (大學生 – 職業青年) ( (中文)
11:00am (Facetime/Google Meet)
若有興趣參加，請聯絡 Kevin Li (kevin63_98@yahoo.com)
嗎哪團契 (成年在職人仕) (中文)
3:00 -5:00pm (每月第 1、3 週六)
若有興趣參加，請聯絡 Kwan Lou (kwanliu2011@yahoo.com)
‧ 禮拜日

中文崇拜

11:00am

兒童主日學 (1 歲至 5 歲) (英文)
(小學) (英文)

9:45-10:00am (zoom)
10:15-10:45am (zoom)

若有興趣參加，請聯絡 Donna (donna@sgvac.org)
迦密團契 (初生– 初中兒童之家長)

2:00-4:00pm (每月第 2、4 主日)
(Microsoft Team / Zoom / Webex)

若有興趣參加，請聯絡 Eva Chan (eva_bbc@hotmail.com)
中文成人主日學:
舊約： 彌迦書 (導師：陳仲豪長老)
2:00-3:30pm
若有興趣參加，請聯絡 Rebecca Kwan (rebecckwan77@gmail.com)
舊約： 申命記 (導師：耿羅秀英，陳碩文)
9:30-10:30am
若有興趣參加，請聯絡 Ky Tran (kkstran@gmail).com)
新約： 哥林多後書 ((導師：鄭國雄弟兄)
9:30-10:30am
若有興趣參加，請聯絡 Bill Chen (wkhchen@gmail.com)

獻金

5/1 – 5/21
共收

一月至四月 (2021)
總收入

一月至四月 (2021)
總支出

常費/感恩

$11,273

$99,542

$85,043

差傳
孟加拉賑災計劃

$5,655

$31,259

$34,638

$1,700.00

「活現生命規劃」基礎課程

由 7/17-10/23 星期六 10am-12pm 將舉辦「活現生命規劃」基礎課程。由實習老師 Rebecca
Kan & Lily Ma 帶領，並以小組形式進行（8-12 人）。
每單元用三星期完成。小休一週，再進入新單元。
此課程透過聖經的例子和教導，以基督徒價值觀，配合生活個案分析、遊戲、小組討論和
作業，助你重新確定人生的優先序、探索個人的潛能和使命, 並在多元文化的社會裏，學
習處人處事的智慧和技巧，經歷生命成長，也助你更有效陶造他人的生命。
報名及查詢請與 Rebecca Kan 姊妹聯絡: rebeccalaw119@gmail.com
可點擊以下連結，了解課程內容：
https://presencequotient.org/zh-hant/presence-life-planning-curriculum-adult/
https://youtu.be/FsZ77EPHIZo

本教會中文主日崇拜將於六月六日正式重開，根據加州衛生
局規條，到時我們執行以下的措施：

1. 每星期六晚上清潔公司除了進行例行的清潔外，會特別用消毒噴霧
把全教會進行消毒。
2. 當會友盡入禮堂前，會有司事為你們量度體溫及幫助你們填寫個人
資料以作備案之用。請不要忘記用消毒洗手液先洗一下你的手才入
坐。
3. 之後，司事會帶領你們到禮堂內指定座位入坐，與他人保持適當距
離。
4. 在聚會期間，請不要除下你們的口罩。
5. 如果你有咳嗽的動靜，請你立刻到外面的空地去休息一下。請用指
定的門口出入。
6. 在疫情期間，就算是帶了手套，也請避免與其他人有肢體的接觸，
以減小彼此傳染的機會。
7. 在使用洗手間後，請用消毒液或消毒紙巾（已經放置在中洗手間）
把你觸動過的地方和器具清理和消毒一下。

若需要，本教會亦有消毒洗手液、手套以及面罩供應，請向各
司事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