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事工
孩子是我們教會、社區和 神國的未
來。我們會用 神的話來教導他們，幫
助他們跟 神建立關係，和幫助我們的
家長們建立一個良好的家庭環境來教
導與練習服從神的話。家長們可以安
心把子女託付與兒童和青少年部的專
職同工。他們以豐富的經驗 和愛心，
安排了適應各年齡需要，並以強調聖
經教導為主的各類程序。

彼此相顧系列三「彼此相顧, 必要謙卑 」

經文 - 腓立比書二章 1-5 節

2016 年事工主題

釋義

彼此相顧，
激發愛心，
勉勵行善。

1. 彼此相顧 ，必要看別人比自己_____, v.3
2. 彼此相顧, 要提防兩個心態, v.3
(1) 不要 _____
(2) 不要 _____
3. 彼此相顧的 “彼此”

初生嬰孩至二歲有幼兒照料。
兒童三歲至五年級
主日學– Every Sunday 11:00am
9:30am - Junior Worship
11:00am—
Awana Club
Every Friday 7:30 pm Room E5
聯絡人: Lillian Tsang

希伯來書 10:24

應用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v.4)
(1) 要顧
(2) 要愿意 ______
(3) 要講____; 不求____
(4) 要顧______

鼓勵
我會 _____________ v.5

少年事工
我們的異象是一個不斷成長的少年群
體，學效大衛一樣去服侍他的世代。
我們的使命是使他們成為耶穌基督的
門徒，帶領他們在信心和行為的成長
路上向前更進一步。

本週讀經

English Youth Group
(6th –12th grade)
Every Friday 7:30pm Room E3
English Young Adult Group
Every Saturday 7:00pm Room E1
聯絡人: Vivian Shieh

主任牧師﹕David Ng，吳兆良牧師
English Pastor: Sion Kim

電話:408-315-9991 電郵: David.Ng@Logosbc.org
Phone 626-328-8868 Email: Sion.Kim@Logosbc.org
2016 FEB W2

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四日上午九時半
講員: 吳兆良牧師
主席: 邵文澧弟兄

1.
2.
3.
4.

………主日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
宣 召
頌 讚

Tim Tsun
Awesome God
我歌頌祢
One Voice
求主用我

奉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獻
(兒童可以離開禮堂前往主日學教室)

聆聽主話
牧 禱
經 文
信 息

腓立比書二章 1-5 節
彼此相顧系列三
「彼此相顧, 必要謙卑」

吳兆良牧師

歡迎報告
祝 福
默 禱

邵文澧弟兄

……… 會後請參加主日學 ……
主日學 (11:15 –12:15pm)

「靈程成長 -從躲避到擁抱」 從躲避到擁抱」 許陳慧勤 C1 教室
「耶穌再來事件簿及其與我的關係」 吳兆良牧師 E3 教室

主日守則
敬拜衣飾

預備身心
攜帶聖經

提早到達
節錄筆記

全人投入
聖言裝備

請大家把手機關掉或調為震動模式

下週事奉人員
證 道: David Ng

主席: Bill Kwong

5.

教會及其他消息
本週祈禱會將會為教會肢體身體上的需要禱告。
會藉班將於 3 月 6 日下午舉行。考慮加入教會的肢體，請與吳牧師聯絡。
浸禮將於復活節主日(3/27)舉行。考慮接受浸禮的肢體可與吳牧師聯絡。
聖灰日(Ash Wednesday) 為 2/10，該日亦是大齋期的開始。鼓勵弟兄姊妹再
次一同閱讀「 跟著耶穌倒數── 40 天的受難曲」一書，盼能體會耶穌的
十字架苦路，更懂得珍惜這寶貴的救恩。
茶點及午餐時間在交誼室有小書攤

JNX 15 週年感恩敬拜聚會
日期： 2016 年 4 月 30 日 （星期六日）
時間：晚上 7 時 30 分
地 點： New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 ) -1250 W Middlefield Rd,
Mountain View, CA 94043 敬請預留時間參加.
 SR Ministry (Yuk and Elice)
 他們最近回去事奉工場, 求神賜他們健康和智慧去處理一些內地
同工生活與工作上的掙扎。也求神保守他們和內地同工的安全, 不
至受到當也政府官員擾騷。
 求神保守他們在美國三個兒子平安。好讓 Yuk 和 Elice 安心事奉。
 Victor Koh – 繼續為他手術後的康復禱告。讓他能早日體力回復, 可 以早
日能回去他事奉工場
 Operation Dawn –
 感謝神 ! 晨曦之家加入兩位新董事(莊百億長老及蔡欣老師)，求
神紀念他們。
 有兩位新學員即將進入中心接受幫助，求主保守他們這段時間能堅
定心志，也預備弟兄及眾 同工一同來服事他們。
 請為美國晨曦會家屬互助會的家庭來禱告，因為許多用毒品的小孩
還沒有準備好來戒毒，這 些痛苦中的父母都需要特別的關心和代
禱。
 請繼續為尋找農場的事情代禱。希望晨曦之家可以搬到更合適的地
方、幫助更多的人、更藉 著農場式的生活操練，鼓勵學員一同種
菜養畜，自給自足，提供學員身心靈全方位的復建。

領詩: Leo Wong

崇拜出席人數

招待:Sabrina Fu , Victor Li, Annie Li
司門: Jinshu Son

司廚: Keibun Son

合堂崇拜

早點: Parent Hearts
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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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

合共

9

107

祈禱會
逢週三晚上七時三十分 Room C1

小組
Life To Life (職青小組)
逢星期五晚上七時三十分
Room C1
聯絡人: Maggy Cheng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已婚及幼兒家庭小組)
每月第三星期日
下午二至四時
吳牧師家
聯絡人: Daisy Yau
Parent’s Heart
(年幼到高中以下孩子的家庭)
逢星期五晚上七時三十分
Room A2-3
聯絡人: Lillian Tsang
iFamily
(孩子為高中以上的家庭)
星期六晚上 Fellowship Hall
每月聚會三星期，第三星期為戶外活動
聯絡人: Rebecca Yue
Pioneer
(孩子已成年的家庭)
星期六早上十時 (每月聚會三星期)
吳牧師家
聯絡人: Bill Kwong
旭光小組
每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五
晚上八至十時
James & Lisa 家
聯絡人: Lisa Wo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