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洛杉磯未得之民禱告 (維吾爾人 Uighur)
你喜歡參加每家帶一道菜來分享，滿桌都是中國維吾爾族獨特
料理的聚餐嗎？ 當中有羊肉加手拉麵條、香肉餅，以及羊肉馬
鈴薯配上刺激味蕾的青椒等菜色，席間還伴隨 著一種有弓的四
弦琴——木卡姆，可以一便吃 一便享受悅耳的音樂。 今天約
1,000 到 2,000 維吾爾族人住在南 加州，但他們仍然保持伊斯蘭
信仰，所以你不 會在教會聚餐中見到他們。他們來自中國西北
方，有時亦稱為大西北人。在南加州他們主要分布在聖克拉麗
塔，其他則住在聖蓋博、羅斯 米德和蒙特利公園。他們因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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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政府的關 係緊張而離開故土，許多人希望維吾爾族脫離 中
國。 維吾爾穆斯林是世上最難接觸福音的族群 之一。然而，今
天這些人來到了聖克拉麗塔， 還有什麼可以攔阻基督徒不向他
們傳福音呢？

聚會時間 (基督教新曙光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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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文:

祈禱聚會時間 (城市祈禱中心)

天父，感謝您讓世世代代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民族來到美

晨禱會

星期一至日

6:00 am - 9:00 am

國，可以自由 接觸福音，願他們能讀到新譯成的維吾爾聖經。

號角祈禱會 (國語)

星期一

7:30 pm - 9:30 pm

求神開啟他們的眼睛，認 識真理，歸回真神。求你的靈挑旺他

轉化城市祈禱會 (英語)

星期二

7:00 pm - 9:00 pm

們的心，造就維吾爾族靈魂的大豐收。但願 有一天，他們可以

轉化城市祈禱會 (國語)

星期三

5:30 pm - 7:00 pm

與其它的同胞分享信仰。奉主名求，阿們。

轉化城市祈禱會 (英語)

星期三

7:15 pm - 8:4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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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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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敬拜讚美
祈禱服侍
事工情報
奉獻
聖餐
分享/使命小組

(4/9)

使命: 「流露耶穌生命、傳遞天國福音、擴展使命群體！」

為城市祈禱:




教會最新動向


感謝弟兄姊妹的守望禱告，短宣團隊已平安返回。



今日聚會結束後將有星火飛騰拍攝，歡迎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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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週日慶典與訓練安排
4/16: 主日慶典與訓練
4/23: 生命分享 & 門徒使命小組
4/30: 主日慶典與訓練
5/7:
生命分享 & 門徒使命小組





城市：El Monte
總人口: 113,475 (亞裔: 25.1%, 拉丁裔: 33.9%, 白人: 4.9%)
家庭: 27,814 戶
o 52.3%有 18 歲以下的兒童
o 54.2％異性結婚夫婦
o 19％沒有丈夫的女性住戶
o 10.6％沒有妻子的男性住戶
o 7.4％未婚異性伴侶
o 0.6％同性伴侶
o 11.3％由個人組成
o 5.5％有一個 65 歲或以上的獨居老人
平均家庭人數為 4.23
家庭收入中位數: $39,535
24.3％的人口生活在聯邦貧窮線以下

為宣教士祈禱:
城市祈禱中心最新動向


『邁向 24.7』24 小時祈禱守望，下一次將會在 4/28 –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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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五)晚上 6 時開始到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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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Dr. Yvette Issac
國籍：美籍埃及人
宣教地區：中東
宣教對象：回教徒

大使命運動進展實況:

「每天愛祢多一些」一年讀經計劃進度
讀出聲，讀進心，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4/9 (日)
士 7-8
可 5:2143

4/10 (一)
士9
可 6:1-29

4/11 (二)
士 10-11
可 6:3056

4/12 (三)
士 12-13
可 7:1-23

4/13 (四)

4/14 (五)

4/15 (六)

士 14-16

士 17-18

士 19-21

可 7:248:13

可 8:1426

可 8:27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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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