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八日上午九時半

教會及其他消息

證道: 吳兆良牧師
主席: 邵文澧弟兄

1. 祝各位父親，父親節快樂!
2. 本週三祈禱會將為兒童部事工禱告。
3. 浸禮將在 8月6日下午在教會舉行。 想遵守主耶穌基督的命令，以浸禮
在眾人面前見證信仰的信徒，請聯絡吳牧師或 Pastor Sion。
4. 星期五的AWANA將在六月尾結束後，暫停舉辦。6月30日將會是暑假前的
最後一個節目。
5. 兒童部將在7月-8月的每個星期四，上午10:30在教會節舉辦 Young
Mother Fellowship。備有托兒服務。歡迎所有Young Mother參加。 如
有問題，請與 Packey師母或 Lilian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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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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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份主題經文
「他(耶穌)就對門徒說：“莊稼多，工人少；所以你們應當求
莊稼的主派工人去收割他的莊稼。」 馬太福音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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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 Alvin Louie 主席: 吳兆良牧師
領詩: 秦永基弟兄
招待: 陸經緯弟兄、陸劉彩鳳姊妹、鄭王燕貞姊妹
司門: Mr. Nip
司廚: 莊許秀戀姊妹 早點: Morning Light

From Operation D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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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位新的學員在近期內將會進入晨曦之家，求神預備他們的心保守他們的平
安，請代禱。
 位於 Gilroy 的新農場目前需要進行室內裝修，請代禱。
From 內地同工 Paul


為我帶領的弟兄感恩，神在他的生命中有作為。也學習到放下自己，學習謙
卑，向別人道歉。



從上週開始，我們為穆斯林的禱告從齋月開始了。我也邀請你為他們禱告。求
神使那被擄的靈魂得釋放。



這個週團契為畢業生舉行了差派會。為即將進入職場的畢業生禱告，求主帶領
他們一生的道路。使他們一生委身基督。



為我和太太雙方的父母這個月見面禱告，求主預備這個時間。祝福我們在一起
交流的時間。為這我們的關係在父母面前蒙恩禱告 。

From 內地同工 Emily
 感恩：小女兒燙傷後皮膚恢復的很好，現在不用敷藥了。
 另一女兒已經在5/28考完試了， 現在正在等候結果。求主在前頭行，經歷耶
和華以勒的恩典。
 一位柯族弟兄做了決志，最近覺得和自己過去的宗教信念有衝突, 請禱告神賜
他信心。
 請你們紀念回族一位初信的弟兄, 求聖靈在他心里工作。他的女朋友也在一起
學習聖經，她也非常渴慕真道。
 一個土族基督徒家裡遇上重大的事情， 事後她開始拒絕一起學習、被關心。
請紀念這當中的屬靈爭戰，求主用愛破除恐懼的奴役。
 請繼續為我們團隊的交接禱告，在6月把要他們介紹給美國人、求主給我們美
國人有真理、有恩典的完成這個交接.
 請為這段期間參與齋月守望禱告的同工禱告，滿有聖潔的熱情，禱告的靈火，
身心靈蒙神保守。
 為NS弟兄會6/5-10、姐妹會6/18-22禱告，彼此關係的連結禱告，求神幫助整
個出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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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五年級以下
誰是真門徒系列四「門訓三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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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Rejoice : 三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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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 提摩太後書2:1-6
引言 – 式式不斷的門徒造就
1. 傳授生命之道 Preach him the Word of Life
更正思維障礙 (False Instincts)
須要有___________?
須要性格 _____________?
不信等於失敗?
2. 訓練_____生命之道 Show him how to preach the
Word
2.1教導和落實
2.2以真道為本
2.3差到工場中
3. 叮囑_____生命之道Charge him to keep the Word
鼓勵
門徒的
門徒的
門徒的
門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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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8-14

王上 19:01-----21

徒 12:01------23

17:01

合共

禮拜一

135:15-21

王上 20:01-21:29

徒 12:24--13:15

17:02-03

121

禮拜二

136:01-09

王上 22:01-----53

徒 13:16------41

17:04-05

禮拜三

136:10-22

王下 01:01-02:25

徒 13:42--14:07

17:06

禮拜四

136:23-26

王下 03:01-04:17

徒 14:08------28

17:07-08

禮拜五

137:01-08

王下 04:18-05:27

徒 15:01------35

17:09-11

禮拜六

138:01-08

王下 06:01-07:20

徒 15:36--16:15

17: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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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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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