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華 語 堂 報 告 事 項 】  日期 :3/19/2023 

1. 3/19 宣教主日: 主題 :「跨越障礙，搭建橋樑」，講員: 江冠明牧師，兩場信
息，將以華語傳講，第一場有翻譯英語。今天義賣, 所得款項全數捐與宣教
中心的建造。歡迎大家一同參與宣教事工。 

2. 3/26(下主日) 9:30 am 第一場崇拜 (華語)，11:15 am 第二場崇拜 (台語)，將由

謝昀臻傳道證道，主題：「走向神的國」，經文：約翰福音 14:2-4。 

3. 嶄新的華語堂禱告會將正式於 3/21 星期二@ 8-8:30pm 線上舉行. 邀請弟兄姊

妹們同心來擺上禱告！Meeting ID: 844 5586 6487Passcode: 940928 

4. 今年將推出視覺藝術部。我們在四月份將 MPR 牆變成一個藝術畫廊，屆時

將會展示具有屬靈意義的畫作。我們邀請那些有藝術天賦的人創作一件與復

活節故事有關的藝術品並有裱框。我們將在 4/9 復活節週日展示！藝術品的

尺寸必須至少為 8-1/2"x11"，但不得大於 24"x36"。如果您有任何問題或需要

紙和材料，請聯繫 KC 牧師。 

5. 長春團契聚會，3/24(週四) 10-12pm，有林牧師短講“信耶穌與拜祖先”，  

生活講座談 : 斜槓是啥？分享“最斜槓的牧師”文章， 請在各群組中報名. 

【1.5G announcement 】 
1. 放假了! It’s finally time for Pr. Kitty to take her family back to Asia! She’ll be on 

vacation from 3/14-28. Meanwhil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ncerns, please 
contact Elder Ivy  at ivy0707@gmail.com 

2. Tijuana Mission 墨西哥一日短宣: 15 adults & 5 kids from 1.5G will go on one-day 
mission THIS Sat. Please keep them in prayers and get ready to hear their 
testimonies.  

3. Guest Speaker next Sunday: Pr. Rick Chung from Forward Church 前進教會 will 
come to speak. He’ll mainly speak in mandarin, so we’ll provide in-ear translation 
for English speakers. 

 

【上週出席人數/奉獻收入】 

上  週  出  席  上  週  奉  獻 

第一時段 第二時段 經常費  

華語崇拜 77 台語崇拜 95 建堂基金  

英語崇拜 65 1. 5 G 崇拜 45 其他  

成人主日學 39 成人主日學 45 奉獻合計  

小學崇拜 25 小學崇拜 27 EMCI 宣道  

3-6 歳 I 7 3-6 歳 II 14 崇拜人數合計 360 

0-3 歳 I 0 0-3 歳 II 5 主日學人數合計 85 

合計Ｉ 213 合計 II 232 教師人數合計 11 

mailto:ivy0707@gmail.com


 

【今年度宣教日程 Mission Trips】 
 

1. 墨西哥宣教日程 Mexico Mission: 

a. 6/9-6/11 暑期宣教 Summer ，兒童 VBS, Sister Program 姊妹事

工 and Construction 

b. 8/19-8/21 醫療宣教 Medical Mission, 兒童 VBS, Sister Program

姊妹事工 

c. 9/2-9/4 葡萄藤小組 Grapevine，嘉年華會。 

報名 Registration: EMCIMISSION.ORG > Trip Registration 

2. 中亞吉爾吉斯坦短宣隊 Central Asian Kyrgyzstan 

Short-Term Mission Team（全程英文 the whole trip in 

English），Date：6/16-7/1/2023, Ministry：VBS/運動營 sport 

camp/探訪 visitation ，鼓勵高中或大學生參加 high school or 

college student a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經歷穆宣禾塲，擴

展神國福音視野,若有興趣者，Please contact Elder Joe, 

registration deadline: 3/19/23。 

3. 2023 年「活出愛」台灣 119 福音宣教隊，將於 10/16-

10/30 在台灣西海岸地區 (1 號和 19 號公路附近偏鄉）傳福音。

目前連絡籌備計劃中，7-9 月有集訓。求神預備感動所到之地和

參加短宣的隊員。3/19 宣教年會主日開始報名，6/15 截止， 報

名表請向教會秘書 Micky 索取，詳洽隊長謝昀臻傳道。 

4. 尼泊爾宣教 Nepal Mission:  

10 月份 (日期待確定)，詳洽 KC 牧師。 

5. CAPA (Mexico Tijuana) 
日期: 7/15 & 11/4 , 詳洽 Kitty 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