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洛杉磯未得之民禱告 (土耳其人 Turks)
新鮮沙威瑪、土耳其式烤千層， 還有美味的糕點和麵 包…今天
你不必到土耳其，也能在洛杉磯享受到土耳其美食。根據《洛
杉磯時報》2013 年 5 月 16 日的報導，將會有越來越多土耳其餐
廳如雨後春筍般倍增。 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 大約有 5,000 名
土耳其人居住在洛杉磯地 區。從 1930 和 1940 年代，就有一群
土耳其人來到好萊塢，希望能在電影界 闖出一番名堂，其中有
些人確實如願以償，但多數人只能充當舞台工作人員。還有人
從事餐飲業，漸漸締造了今天令人驚豔的餐飲文化。

如果你是第一次參與新曙光教會活動的新朋友，我們已經為你準備好一份歡
迎禮物。請在聚會時，將聯絡咭填好再放進奉獻箱裡。並在聚會完結後到歡迎櫃
檯領取禮物。

聚會時間 (基督教新曙光教會)

主前一世紀，許多教會就建立在今天的土耳其，有些教會甚至
得到使徒約翰的手稿，就是我們現今知道的「啟示錄」。1200
年代後期，伊斯蘭教進入土耳其，今天多數土耳其人是遜尼派
穆斯林。

主日祈禱會

星期日

10:00 am - 10:30 am

主日慶典與訓練(粵/國)

星期日

10:30 am - 12:30 pm

兒童主日學

星期日

10:30 am - 12:30 pm

祈禱聚會時間 (城市祈禱中心)

禱文:

晨禱會

星期一至日

6:00 am - 9:00 am

號角祈禱會 (國語)

星期一

7:30 pm - 9:30 pm

轉化城市祈禱會 (英語)

星期二

7:00 pm - 9:00 pm

轉化城市祈禱會 (國語)

星期三

5:30 pm - 7:00 pm

徒恢復對福音的熱忱，有一天可以向全世界的土耳其人傳揚神

轉化城市祈禱會 (英語)

星期三

7:15 pm - 8:45 pm

的名。奉主名求，阿們。

轉化城市祈禱會 (粵語)

星期四

7:30 pm - 9:30 pm

SunKids and Supernatural 星期四

8:00 pm - 9:30 pm

天父，求您重新挑旺土耳其這個民族，在熱心於他們的美食
外，在耶穌基督裡找到靈裡的飽足。盼望洛杉磯的土耳其基督

更多詳情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sunrisela.org
Please find us on FACEBOOK:

星期五
7:30
pm - 9:30 pm
Sunrise轉化城市祈禱會
Christian Community(英語)
and Sunrise
House of Prayer
城市祈禱中心
(SHOP)

『生命分享 & 門徒使命小組』

聚會內容

(3/26)

教會最新動向

歡迎
敬拜讚美
祈禱服侍
事工情報
奉獻
聖餐
分享/使命小組



鼓勵弟兄姊妹參與每週日 10AM 主日祈禱會，同心復興禱告的火！



我們將為短宣團隊(3/24-4/6)舉行連鎖禁食，鼓勵弟兄姊妹一同參與禱
告！
3/24-30 媽媽小組；3/31-46 爸爸/學生/職青小組



未來週日慶典與訓練安排
4/2:
主日慶典與訓練 (John Hsu 弟兄分享: 醫治)
4/9:
生命分享 & 門徒使命小組
4/16: 主日慶典與訓練
4/23: 生命分享 & 門徒使命小組

『邁向 24.7』24 小時祈禱守望，下一次將會在 4/7 – 4/8 舉行
祈禱中心將於每月的第一與第四個星期舉行 24 小時敬拜、祈禱行動。下
一次的 24.1 祈禱將於 4/7 (五)晚上 6 時開始到 4/8 (六)晚上 6 時結束。鼓
勵弟兄姊妹踴躍參與，繼續以持續不斷的禱告為城市守望！

牧者國度性服侍


為城市祈禱:








城市祈禱中心最新動向


使命: 「流露耶穌生命、傳遞天國福音、擴展使命群體！」

譚牧師及 LA 團隊(Dr. Yvette、Dr. Bouchebel、李燕光牧師、Jenny、Julie)
將於 3/24-4/6 到埃及與黎巴嫩服侍，請弟兄姊妹為短宣團隊禱告守望。

「每天愛祢多一些」一年讀經計劃進度

城市：Rosemead
總人口: 54,908 (亞裔: 60.7%, 拉丁裔: 16.4%, 白人: 4.7%)
家庭: 14,247 戶
o 44%有 18 歲以下的兒童
o 56.3％異性結婚夫婦
o 17.6％沒有丈夫的女性住戶
o 9.6％沒有妻子的男性住戶
o 4％未婚異性伴侶
o 0.5％同性伴侶
o 12.2％由個人組成
o 5.9％有一個 65 歲或以上的獨居老人
平均家庭人數為 3.99
家庭收入中位數: $45,760
18.8％的人口生活在聯邦貧窮線以下

為宣教士祈禱:
姓名：Sean Steckbeck
國籍：美國人
宣教地區：以色列
宣教對象：猶太人、回教徒

大使命運動進展實況:

讀出聲，讀進心，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3/26 (日)

3/27 (一)

3/28 (二)

3/29 (三)

3/30 (四)

3/31 (五)

4/1 (六)

申 31-32
徒 26:218

申 33-34
徒 26:1932

書 1-2
徒 27:126

書 3-4
徒 27:2744

書 5-6
徒 28:116

書 7-9
徒 28:1731

書 10-12
可 1:1-20

參與人數

29

洗禮人數

本年：6
總計：52

福音故事小組

有機教會數目

10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