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三歲至五年級
Every Friday— Awana Club
7:30 pm (Room E6)
Every Sunday
兒童崇拜
9:30—10:45 am (Room E6)
主日學
11:15-12:30 pm
幼稚園至五年級 (Room E6)
幼稚園以下 (Nursery)
聯絡人: Lillian Tsang
英文部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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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系列六「如何成為愛主的門徒？」
經文: 路加福音第七章36-50
引言
釋義
1. 免債比喻的重點 v.40-42
罪乃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是恩典
____________以愛償
嘗過主恩、有愛: 是_____________的指標
2. 不認識主耶穌的人, v.39, 44-46
對自己有______________
對別人 ______________
對恩典 ______________
靠行為、靠意志
應用
1. 好好的________、好好的_________, v.37, 44
2. 愛的例範, v.37-38
獻上________________
獻上________________
獻上________________
獻上她在世上__________________
鼓勵
1. 耶穌愛你如祂愛 _______、_______、 和祂一起吃飯的,v.42,43, 49
2. 耶穌看__________、不看_________, v.44
3. ________ 與 ________, v.50

每週讀經

English Young Adult Group
Every Thursday 7:30pm Location: Varies
聯絡人: Sion Kim

詩篇

舊約

新約

箴言

禮拜日

09:13-20

創31:17-32:12

太10:26-11:06

03:16-18

禮拜一

10:01-10

創32:13-34:31 太11:07-----30

03:19-20

禮拜二

10:11-15

創35:01-36:43 太12:01-----21

03:21-26

主任牧師﹕David Ng 吳兆良牧師

禮拜三

10:16-18

創37:01-38:30 太12:22-----45

03: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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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四

11:01-07

創39:01-41:16 太12:46-13:23

03:33-35

禮拜五

12:01-08

創41:17-42:17 太13:24-----46

04:01-06

禮拜六

13:01-06

創42:18-43:34

04:07-10

太13:47-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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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會

教會及其她消息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五日上午九時半
證道: 吳兆良牧師
主席: 鄺兆霖弟兄

小組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Life To Life (職青小組)

………主日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
宣 召
頌 讚
奉 獻

黃柏年弟兄

(兒童可以離開禮堂前往主日學教室)
聆聽主話
經 文
信 息
歡迎報告
祝 福
默 禱

路 7:36-50
「如何成為愛主的門徒？」

吳兆良牧師
鄺兆霖弟兄
吳兆良牧師

……… 會後請參加主日學 ……

主日學 (11:15 –12:30 pm), Room E3
老師： Grace Hui, Elice Yung, Esther Fan

一月份主題經文
約翰福音 8:31 ˹ 於是耶穌對信了他的猶太人說：
“你們若持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了； ˼
主日守則

預備身心

敬拜衣飾

攜帶聖經

提早到達
節錄筆記

逢週三晚上七時三十分 Room E1

1. 本週三祈禱會將為英文部事工禱告。

全人投入

(1) 內地同工 Arnold & Chris
• 求天父復興我們 XIPU 堂眾弟兄姊妹的靈修禱告，使我們有恆切禱告的熱心來跟隨主。
• 求天父帶領我們的跨年禱告會的準備，領人歸主，也使眾人得造就。
• 求主加給我夫妻智慧力量帶領好「新造的人」小組和「姐妹小組」，使門徒活出新生命。
• 求主保守醫治我們的身體健康，主若願意，求主幫助我太太近幾個月內能懷上健康的寶寶。
• 求主帶領我的媽媽和岳父也能信主得救，身心靈的醫治。

(2) 內地同工 Cool Yao
• 在每天的服事和生活中，仰望神的恩典，有喜樂、有盼望、有智慧、有力量服事主。
• 為同工們禱告：從神得力，生命長進，服事有果效。
• 在忙碌的時間表和出差中有好的精神體力，為神所用，鼓勵和幫助同工們及信徒成長。
• 為這裡的環境污染禱告，空氣非常差，常會咳嗽、喉嚨和呼吸道不適、以及身體過敏。
(3) 內地同工許弟兄
• 一位弟兄在大學時候信主，很願意追求，今年結婚了。求主在婚姻上更多的賜福他。在工作
上有主美好的帶領。
• 有兩弟兄很有服事的心，求主為他們預備前面的方向，我計劃推薦他們面試一家主內的公
司，是服事方向的，求主帶領。
(4) 內地同工 Emily
• 有三位姊妺是上個月才決志重生的，請代求我離開後她們可以被別的人繼續跟進和造就。
• 我們的婚禮可以順利，我們打算去廈門旅行結婚，我們能夠很好的安排時間籌辦這一切。
• 希望可以知道我們未來的方向，家庭的使命，求祂引導我們的道路，我們都願意以任何方式
被神所用，求祂開路。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已婚及幼兒家庭小組)
每月第三星期日
下午一時卅分至三時卅分
吳牧師家
聯絡人: Daisy Yau
Parent H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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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om C1
每月聚會三星期
第三星期為戶外活動
聯絡人: Rebecca Yue

(5) 內地同工 Chris & Grace
• 求主讓我們在休假期間被聖靈充滿，經歷上帝的話語在我們夫妻和親子關係上的更新，因為
隨著時間的流逝，不論是孩子的生命，還是我們的夫妻關係，都需要在疲乏的時候，經歷修
復，為了更好進入下一階段。

聖言裝備
崇拜出席人數

下週事奉人員

一月八日

Pioneer
(孩子已成年的家庭)

星期六早上十時十五分
(每月聚會三星期)
A2-3
聯絡人: Bill Kwong

請大家把手機關掉或調為震動模式
證道: Dr. Eckman
主席: 許志明弟兄
領詩: 劉兆琪姊妹
招待: 蔡德芳姊妹、余惠儂姊妹、黎凱怡姊妹
司門: 孫人舟弟兄
司廚: 梁慧雯姊妹
早點: iFamily

逢星期五晚上七時三十分
Room C1
聯絡人: Michael Kao

粵語

英文

兒童

合共

74

17

6

97

旭光小組
每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五
晚上八至十時
James & Lisa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