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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系列七「耶穌，帶我們出死入生的主」
經文: 路加福音第八章26-39
釋義
1. 靈界的現實與邪靈最終的命運
2. 一個墮落步向死亡的生命
失去人的
無
被______、深層的______
被視為
3. 一個遇上耶穌後整全的生命
4. 兩個要求 兩種回應
==============================================================
默想天父的愛
吳兆良牧師
你若問我那一段經文最觸動我的心，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就是主耶穌
在客西馬尼園向天父傾心吐意的禱告當中主耶穌說: 「讓世人知道你差
了我來，並且知道你愛他們，好像愛我一樣。」約翰17:23b. 忘記了
那一次讀到這段經文，其榮耀的重量(榮耀一字原文字根是重量，參林後4:17)
將我提昇到第三重天。我激動地哭了很久、很久。甚至今天，當我思想
到裏面深不可測的意義時，都感覺到一股屬靈情感的衝動。
經文說天父愛我如同愛他兒子一樣。這怎麼可能？我配得嗎？我？天父
愛我像愛他兒子一般？有關耶穌，天父曾公開地宣告：「這是我的愛
子，是我所喜悅的。」 我自忖永遠不能將自己跟耶穌放在同一等類。
但畢竟這是主耶穌自己所講的真理。
我們喜歡跟我們所愛的人在一起，這人性必定是從神的形象而來的。因
神愛和他的兒女相交。 所以在上星期主日學當中，我很認同學員們分
享他們所學到的，就是 神會很享受與他兒女的關係。
我很感恩我剛信主時, 那帶我做門徒的弟兄已經和我分享這個真理。
這成為我個人靈修、和天父相交最大的動力。 當我這樣去接近神的時
候，靈修便不是一個負擔，也不是例行公事。因為我知道天父在那裡
熱切地等待我與會面。祂很願意聽到我的心聲，也告訴我祂心中的意
念。 每個靈修時間是一個在創世之前已經設下的約會。
哇塞! WOW!
我為主日學的成員踏上這個旅程感到高興。這會是一個興奮的旅程、
也是一個滿有收穫的旅程。

每週讀經

主任牧師﹕David Ng 吳兆良牧師
電話: 408-315-9991 電郵: David.Ng@Logosbc.org
English Pastor: Sion Kim
Phone: 626-328-8868 Email: Sion.Kim@Logosbc.org

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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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禮拜日

20:01-09

出 21:22--23:13

太 24:01-28

07:06-23

禮拜一

21:01-07

出 23:41--25:40

太 24:29-51

07:24-27

禮拜二

21:08-13

出 26:01--27:21

太 25:01-30

08:01-11

禮拜三

22:01-18

出 28:01--43

太 25:31-26:13

08:12-13

禮拜四

22:19-31

出 29:01--30:10

太 26:14-46

08:14-26

禮拜五

23:01-06

出 30:11--31:18

太 26:47-68

08:27-32

禮拜六

24:01-06

出 32:01--33:23

太 26:69-27:14

08: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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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及其他消息

證道: 吳兆良牧師
主席: 許志明弟兄
………主日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
英文部事工
宣 召
頌 讚
主 餐
吳兆良牧師
Pastor Sion、Francis Ngai、鄭幗楣姊妹、許志明弟兄、
周禎頤弟兄、鄺兆霖弟兄、邵文澧弟兄、孫人舟弟兄
奉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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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 8: 26-39
「耶穌，帶我們出死入生的主 」

吳兆良牧師
許志明弟兄
吳兆良牧師

……… 會後請參加主日學 ……
主日學 (11:15 –12:30 pm), Room E3

二月份主題經文
路12:22,31 「耶穌又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
生命憂慮吃甚麼，也不要為身體憂慮穿甚麼。你們只管求他的
國，這些東西都必加給你們。」

主日守則
預備身心 提早到達 全人投入
敬拜衣飾 攜帶聖經 節錄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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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兆良牧師 主席: 鄺兆霖弟兄 領詩: 秦永基弟兄
招待: 張國清弟兄、黃程娟姊妹、Cindy Wong
司門: 黎凱怡姊妹 司廚: 鄧愛金姊妹
早點: Parent Hearts

1. 本週三祈禱會將為海外宣教事工合禱告。
2. FBC正在收集罐頭湯捐贈Community Agency of Los Altos。 鼓勵大家一同參
予。 請在下主日把罐頭湯放到Fellowship Hall 的桌上。
3. 新春季主日學「成為真情流露的門徒」“Becoming a Passionate Disciple”
春季二月-五月，吳牧師
Dr. Eckman 說與神的關係若是建立在神的愛上，這愛必能激勵我們去愛祂、
服侍祂、並跟隨耶穌做祂的門徒。 本課程桉本年度主題設計，有以下三個目
的:
1. 建立靈修習慣，在當中有一個主耶穌享受、我也享受的關係
2. 學習一個真門徒的所是和所做
3. 學習如何使人做門徒
課堂時間三分之一用於講解， 三分之二用於小組分享落實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內地同工 Jonah Yuan
•為我新一年在教會的侍奉禱告。
•為教會的“培訓中心” 禱告，為三十多位願意接受神學培訓的同工代禱。
•為“ 輔導中心” 的籌備代禱。
•求神保守我一家健康和平安。
內地同工Sam
最近在醫院照顧兩個來看病的人。一個是7歲的孩子，常常腿疼。我們帶他在醫院拍片，找
大夫檢查，結果是缺鈣和風濕引起的。另外一個80歲的老人摔倒骨折了，我們可以去醫院
看望安慰他的家人。感謝有你的禱告，神在預備下一次的我們進到他們中間的屬靈道路.
感謝上帝的恩典,
• 我們收到了不同地方給衣物150包，已經發到我們指定的地方。
• 藏族裏的一個農村有村民打電話來問候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再去他們那裡。
• 村民接受福音的一位弟兄答應專門來參加教會的敬拜。
• 請繼續每週花時間為藏區禱告，求我們的上帝恩待這片地方。
內地同工Arnold & Iris
• 祖母和母親最近進醫院治療,為她們能早日服原禱告。
• 我太太最近做手術。求神保守讓這手術不會影響太太將來的懷孕。
• 求神賜我好的休息和力量來照顧我身邊的家人。

崇拜出席人數
一月廿九日

粵語

英文

兒童

合共

74

15

6

95

祈禱會
逢週三晚上七時三十分 Room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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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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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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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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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