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七年四月二日上午九時半
證道: 廖威利牧師
主席: 潘榮光弟兄
………主日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
英文部敬拜組
宣 召
頌 讚
主 餐
Pastor Sion
石文華姊妹、許志明弟兄、孫人舟弟兄、潘榮光弟兄
古榮軒弟兄、鄭幗 姊妹、莊凱蓉姊妹、Francis N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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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 2:18-25
「家 - 神的傑作」

廖威利牧師
潘榮光弟兄
廖威利牧師

……… 會後請參加主日學 ……
「成為真情流露的門徒」
主日學 (11:15 –12:30 pm), Room E3

四月份主題經文
「如果你們彼此相愛，眾人就會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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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文澧弟兄
領詩: 莊凱蓉姊妹
招待: 陳丙泉弟兄、戴瓊華姊妹、傅昭慧姊妹
司門: 潘榮光弟兄 司廚: 劉幼薇姊妹
早點: iFamily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SR ministry Yuk & Elice
* Elice 母親最近背骨架塌陷, 祈禱她早日康服。
* 求神保守他們健康, 賜他們有智慧和力量事奉這裏有需要的內地同
工。
* 求神帶領他們三個兒子的事業前途, 祈禱他們跟隨神的心意。
* 請為內地同工C&E 禱告, 求神賜他們智慧帶領西北區。
* 為內地同工D&C 在事奉工作尋找神的指意禱告。
* 為A弟兄禱告, 求神醫治他心靈、讓他有好的休息, 明白怎樣去饒恕
和與他 人建立好關係。
Pastor Chan
* 媽媽開始有老年癡呆症，所以安全是一個問題。祈禱讓我以明智地花
時間與她的生活這晚年。
* 求主保守我有身體的健康，在經常旅行中能舒舒服服地克服時差。保
護我的眼睛不會為使用手機和電腦太多而受影響。
* 求主保守我可以安全出入境和不受阻礙, 我能明智地使用我的時間，
讓我能為家庭中還不是信徒的親屬見證。
* 我需要保持必要的繼續教育，成長在恩典和知識。
* 求神賜我有智慧去觀察不同事奉方法, 在基督教企業老闆建立友誼中
有明智在工廠地方拓展福音。
* 祈禱耶和華帶領我們的事奉方向, 有智慧使用社會媒體科技來擴大福
音工作。
* 祈禱為今年的三個工廠舉行營會能得到官方的同意。讓營地免受到干
擾。
內地同工Sarah
* 祈禱我能夠開始一組新的們徙訓練
* 求主保守我家人健康和禱告讓我父母能早日信主
* 為信主的同學禱告,讓他們有時間和心志為主傳福音
* 請為我的社保及額外需要,每月$1000 RMB的籌款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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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rch Nurs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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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及其他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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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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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本週三祈禱會將與FBC舉行聯合禱告。
行政會將於下週日舉行。
Easter Egg Hunt 尋找復活節彩蛋活動將在4月6日舉行。
請大家支持Southern Baptist Annie Armstrong Easter
Offering。
吳牧師由今天至4月7日休假。 主日學如常進行。
如有需要，請與行政會成員聯絡。吳牧師將在4月9日按以
斯帖記開始新的講道系列，路加福音系列將在往後的日子
繼續。 教會正積極地聘請兒童部事工主任。這是有薪職
位。有興趣的教會成員或你有興趣的朋友，請與吳牧師聯
絡。教會將培育及訓練任職者。
我們將在4月14日，7:30pm 與FBC聯合舉行受難日崇拜。
備有兒童服務。
真道學坊 (作一個出色的查經導師)-老師： 何崇熙牧
師、羅景鑾弟兄。 將於2017年4月8日(星期六)，9:30am3:30pm 在活泉華人教會 San Bruno Chinese Church,
250 Courtland Drive, San Bruno 舉行。語言：粵語
註冊費：$10 (首次需要註冊)．費用：$20 (包括午餐)．
天道福音中心主辦/活望之家合辦 -舊約中的愛與恨聖經
免費講座。 主講：謝挺博士 將在4月21日(週五)晚上
7:15-9:00在活望之家(San Jose Christian School)
1300 Sheffield Ave, Campbell, CA 95008舉行。

每週讀經
詩篇

舊約

新約

禮拜日

47:01-04

申 21:01----22:30

路 09:15--10:12

12:11

禮拜一

47:05-09

申 23:01----25:19

路 10:13------37

12:12-14

禮拜二

48:01-08

申 26:01----27:26

路 10:38--11:13

12:15-17

主任牧師﹕David Ng 吳兆良牧師

禮拜三

48:09-14

申 28:01--------68

路 11:14------36

12:18

電話: 408-315-9991 電郵: David.Ng@Logosbc.org

禮拜四

English Pastor: Sion Kim

49:01-13

申 29:01----30:20

路 11:37--12:07

12:19-20

禮拜五

49:14-20

申 31:01----32:27

路 12:08------34

12:21-23

禮拜六

50:01-06

申 32:28-------52

路 12:35------39

12:24

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三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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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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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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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 626-328-8868 Email: Sion.Kim@Logosb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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