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事工

彼此相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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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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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相顧, 必要成為一個有大志向的僕人 」

2016 年事工主題

馬太福音 20:20-28, 18:1-5, 23:11-12; 路加福音 17:7-10
引言 - 耶穌門徒的大志向 (Ambition)

彼此相顧，

釋義 1

激發愛心，

大志向是 ___________
應用 1

勉勵行善。

____________來回應 神的計劃
釋義 2
想為首的, 必要作奴僕
應用 2
2.1 作奴僕要回轉變成像小孩
完全______、_______, 放棄_______
2.2 作奴僕要看為 ___________________
鼓勵

聯絡人: Lillian Tsang

本週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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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Youth Group
(6th –12th grade)
Every Friday 7:30pm Room E3
English Young Adult Group
Every Saturday 7:00pm Room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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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3

教會及其他消息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半
講員: 吳兆良牧師
主席: 鄺兆霖弟兄

1. 本週祈禱會將會為英文事工禱告。今年教會將會有四次在星期六早上到祈禱山
一同安靜禱告的機會。第一次將於 2 月 27 日。有興趣者請與吳牧師聯絡。

逢週三晚上七時三十分 Room C1

2. 浸禮將會改在今年夏天舉行，日期容後公佈。

………主日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
宣 召
頌 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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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 Wo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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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恩何信實

Life To Life (職青小組)

5. 茶點及午餐時間在交誼室有小書攤
6. 一份有關 ―Parental Notification‖ 的請願書需要大家簽名支持。請願書可在交誼

奉 獻
(兒童可以離開禮堂前往主日學教室)
聆聽主話
牧 禱
吳兆良牧師
經 文 馬太福音 20:20-28, 18:1-5, 23:11-12; 路加福音 17:7-10
信 息
彼此相顧系列四
吳兆良牧師
「彼此相顧, 必要成為一個有大志向的僕人 」
歡迎報告
鄺兆霖弟兄
祝 福
吳兆良牧師

室領取。
7. Billy Graham Crusade 將有一個名為 ―Decision America‖ 的活動去凝聚各省人民
為政府禱告，在 3 月 31 日將會在 Sacramento 舉行，詳情請瀏覽 https://
decisionamericatour.com/tour/california/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SR-ministry (Yuk and Elice)
 為 NS 禱告: 求主加予智慧及力量。為個人身體、精神及心靈的需要禱告。讓
他們經歷神的愛及擁抱。


默 禱
……… 會後請參加主日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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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衣飾

攜帶聖經

提早到達
節錄筆記

聖言裝備

下週事奉人員
主席: David Ng



領詩: Jennifer Liu

為西北地區的領袖禱告，求主賜智慧讓他們可以和本地教會及機構有效的溝通
為我們的身體，心靈及情緒健康禱告，當地的天氣偏冷，在我們回去的第三

司廚: Keibun 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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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家庭禱告，求主保護三位兒子，Yuk 的父母和 Elice 的母親。
有一位姊妹與幾位本地的母親剛開始了一個查經小組，她一直以來也對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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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決定在一月底在北京籌辦一個籌款活動，這時從未試過的項目，我們將會

吳牧師家

在活動中和捐款者分享很多關於機構所做的事情。我們既驚且喜。求主祝福我

聯絡人: Bill Kwong

們發出的邀請及當天出席的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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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 Daisy Yau

聯絡人: Lillian Tsang

很有追求，求主保守她的心及她的服事。


吳牧師家

逢星期五晚上七時三十分 Room A2-3

SR– Ministry 國內同工 Mr. Ben


每月第三星期日 下午二至四時

家庭正經歷些危機。)求主給我們智慧去為對將結婚的弟兄姊妹做婚前輔導。

日，約兩星期前有雪暴。

全人投入

請大家把手機關掉或調為震動模式

證 道: Willy Liu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已婚及幼兒家庭小組)

為我們禱告，求主加給由天父而來的智慧，愛及力量去繼續我們的服事(有些

及合作。

主日學 (11:15 –12:15pm)

逢星期五晚上七時三十分
Room C1
聯絡人: Maggy Cheng

Parent Hearts
(年幼到高中以下孩子的家庭)

求主讓我們可以貼近主的心意。


預備身心

小組

苦路，更懂得珍惜這寶貴的救恩。3 月 25 日(五) 7:30pm 為受難節崇拜。

無價至寶
No Longer Slave

主日守則

祈禱會

旭光小組

崇拜出席人數

早點: Parent Hearts
二月十四日

每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五

粵語

英文

兒童

合共

72

-

-

72

晚上八至十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