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四日上午九時半
證道: Pastor Roger Huang
主席: 許志明弟兄
……… 主日崇拜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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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及其他消息
本週三祈禱會將為敬拜事工禱告。
今天兒童部備有特別茶點慶祝母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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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星期五7: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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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教會舉行。
行政會將在下星期日5月21日在教會舉行。

路加福音 17:11-21
“Ten Lepers Cleansed”
City Impact 事工介紹

歡迎報告
祝 福
默 禱

Pastor Roger Huang
Michael Hamada
許志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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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份主題經文
「這樣，你們中間不論誰，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
我的門徒。」 路加福音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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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志明弟兄 領詩: 莊凱蓉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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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 and Caroline
•請為這四位還未信主的同學禱告：林，李，張，龍；願他們的心向神打開，
離開謊言，認識主耶穌。
•有一些時間學習和研究伊斯蘭的歷史和背景，讓我對穆斯林歷史有多一些了
解和認識，願主帶領讓我看到他的心。這兩週開始考試和最後的論文，請為
我們禱告有智慧和力量來完成。
•這個週末小假期這邊有兩個訓練“如何與穆斯林一起認識真理“，我會有三
次分享，請為分享的內容禱告，從主而來的話語；也為我的英文禱告，清楚
分享真理。同時也求主保守參加的每一位在基督里平安，彼此學習和鼓勵。
•有人說讀神學會驕傲，求主帶領我驕傲敗壞的心謙卑向主。在挑戰和困境中
感恩，依靠主。
From 內地同工 Mark and Nina
•為Mark代禱，他最近一週多的時間心裡比較疲累，求主給他智慧可以合理安
排時間，在基督裡重新得力；
•為短宣繼續禱告，感謝神，現在已經確定有六個團隊是兩週的同文化短宣，
一個團隊是三週的跨文化短宣，接下來要進行隊長培訓，各團隊也開始第一
階段的訓練，開始籌款，求主預備，尤其藉著這個過程拓展學生的信心；
•為5月底的焚心特會禱告， 這個聚會是針對大三和研究生的， 幫助有心跟隨
神的學生知道神的心意， 並被裝備如何在人生的下一個十字路口尋找神帶領
的方向； 為Lydia 禱告， 她將要負責這次活動；
•為5月最後一週和6月第一週的校園學年終評估的過程禱告，期待能鼓勵隊長
們，並讓他們繼續信靠神；
•為我們的部門經濟需要和分配禱告。求神預備合適的人和教會參與到我們當
中，在禱告、經濟等方面來支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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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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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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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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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讀經
詩篇
崇拜出席人數

舊約

新約

箴言

禮拜日 69:05-12 撒上 15:01----16:23 約 08:01------20

15:08-10

合共

禮拜一 69:13-18 撒上 17:01----18:04 約 08:21------30

15:11

105

禮拜二 69:19-28 撒上 18:05----19:24 約 08:31------59

15:12-14

主任牧師﹕David Ng 吳兆良牧師

禮拜三 69:29-36 撒上 20:01----21:15 約 09:01------41

15: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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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四 70:01-05 撒上 22:01----23:29 約 10:01------21

15:18-19

禮拜五 71:01-08

撒上 24:01---25:44 約 10:22------42

15:20-21

禮拜六 71:09-14 撒上 26:01----28:25 約 11:01------53

15:22-23

粵語
五月七日

82

英文 兒童
1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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