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上午九時半
證道: 吳兆良牧師
主席: 邵文澧弟兄
……… 主日崇拜程序 ………
敬拜讚美
宣 召
頌 讚
奉 獻

4.

劉兆琦姊妹

5.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兒童可以離開禮堂前往主日學教室)
聆聽主話
經 文
信 息

1.
2.
3.

教會及其他消息
本週三祈禱會將與 FBC 聯合禱告。
5月7日教會野餐快將臨到，請大家想想誰是你們的邀請對像。
教會將清除房間A4和B1 所有雜物。 若弟兄姊妹有貯存任何物件在這兩個
房間，請在4月底前把物件清理。 若弟兄姊妹有意保留或帶走任何物件，
請與Digby聯絡。
5月19日7:30pm 教會將與活望之家及美福神學院合辦 - 如何應對事工中的
人際關係衝突講座。
歡迎 Samuel Chan, Carol Chan, Irene Chong 加入成為教會會員。

以斯帖記第5-7 章
先見與焉知系列三
「神的先見與人的責任 」

歡迎報告
祝 福
默 禱

吳兆良牧師
邵文澧弟兄
吳兆良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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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兆良牧師 領詩: 鍾嘉欣姊妹
司餐: Pastor Sion、石文華姊妹、許志明弟兄、周禎頤弟兄、
鄺兆霖弟兄、孫人舟弟兄、莊凱蓉姊妹、Francis Ngan
招待: 許清漢弟兄、尤海瑛姊妹、梁寶玲姊妹
司門: 鄺兆霖弟兄 司廚: 余惠儂姊妹 早點: Morning Light

From 內地同工 Hannah
•已經到了學期末了，收穫多多，但作業也多多。請為我禱告在4月底，喜樂、
順利的完成所有的作業。
• 學校5月中就結束了，但我5月24號到31號要和老師、 同學去菲律賓短宣，
這是我的《救濟與發展》 的實踐課，請為這個過程禱告，天父教導我他要
教我的。
• 剛剛有朋友問我要不要6月去土耳其和黎巴嫩短宣20天， 由新加坡一個書院
機構的弟兄帶隊， 他們在那邊有事工。我7月10號學校開學， 有些擔心時
間太緊張，沒時間提前讀下學期要讀的書。請為我禱告明白神的心意並行在
其上。

From 內地同工 Lizzie Zhao
• 求神給我好的記憶裡可以記住祂的話語， 並且可以遵行祂的命令。在默想
神話語時， 有更多的得著。
• 為我的小組員 Free 和 wu 禱告， 求神幫助她們建立穩定的靈修習慣。
• 為姐妹 Fang 和 D 代禱， 她們沒任何信仰背景， 去年 10 月接受耶穌，
參加小組學習。因父母壓力， 不再參加團契活動， 但表示願意繼續信耶穌
基督。求神堅固她們信心， 賜力量和勇氣給她們。可以繼續小組學習。
• 打算今年結婚， 求神祝福我和男友在父母面前蒙恩。願神恩待！
From 美國晨曦之家
• 劉民和牧師在 5月4日至5月14月會在北加州灣區及德州休士頓分享福音事工
見證及佈道，請代禱。
• 請為同工們在戒毒領域的學習課程代禱，也請為未來的事奉同工人才的培育
來禱告。
• 近幾個月很多家屬打來尋求幫助，請紀念這些家屬也為他們的兒女代禱。
• 學員 Alfred 在這個月將完成 18 個月的課程，目前在計畫前面的方向及找
工作，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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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三歲至五年級

先見與焉知系列三「神的先見與人的責任」

Every Friday— Awana Club
7:30 pm (Room E6)
Every Sunday
兒童崇拜
9:30—10:45 am (Room E6)

經文: 以斯帖記第五至七章
引言
故事
1. 第一次宴會, 5:1-8

主日學
11:15-12:30 pm

2. 在第一和第二次宴會之間, 5:9-14, 6:1-12a

幼稚園至五年級 (Room E6)
幼稚園以下 (Nursery)
聯絡人: Lillian Tsang

3. 第二次宴會, 6:12b – 7:10
應用
1. 確認神的先見是在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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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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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的責任
以斯帖記 - __________做____________

末底改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結/鼓勵

每週讀經
詩篇
崇拜出席人數

舊約

新約

箴言

禮拜日 62:01-12 士 11:01----12:15 約 01:01------28

14:13-14

合共

禮拜一 63:01-11 士 13:10----14:20 約 01:29------51

14:15-16

98

禮拜二 64:01-10 士 15:01----16:31 約 02:01------25

14:17-19

主任牧師﹕David Ng 吳兆良牧師

禮拜三 65:01-08 士 17:01----18:31 約 03:01------21

1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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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四 65:09-13 士 19:01----20:48 約 03:22--04:03

14:22-24

禮拜五 66:01-04 士 21:01-得 01:22 約 04:04------42

14:25

禮拜六 66:05-15 得 02:01----04:22 約 04:43------54

14:26-27

粵語
四月廿三日

76

英文 兒童
15

7

English Pastor: Sion Kim
Phone: 626-328-8868 Email: Sion.Kim@Logosb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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