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八日上午九時半
證道: Dr, David Eckman
主席: 邵文澧弟兄

1. 本週三祈禱會將為敬拜事工禱告。
2. 有關灣區基督教組織的各種活動，詳情請見佈告版上的海報。

秦永基弟兄

(英文部，兒童及嬰孩可以離開禮堂)
聆聽主話
牧 禱
經 文
信 息

以弗所書 Ephesians 2: 4 -7
“One with Him - Together Forever” Dr. David Eckman

歡迎報告
祝 福
默 禱

祈禱會
逢週三晚上七時三十分 Room E1
小組

3. 即將舉行的教會活動:受難節崇拜將在3月30日星期五晚上七時半(只用英語)。

……… 主日崇拜程序 ………
敬拜讚美
宣 召
頌 讚
奉 獻

教會及其他消息

邵文澧弟兄
吳兆良牧師
…… 會後請參加主日學 ……
「從腦到心」
(11:00 –12:30 pm), Room E3

三月份主題經文
「要操練自己達到敬虔的地步。因為操練身體，益處還
少；唯獨操練敬虔，凡事有益，享有今生和來世的應許。」
提摩太前書 4:7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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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二十五日事奉人員
證道:魏一恒長老 主席:鄺兆霖弟兄 領詩:梁美薇姊妹
招待:顏文業弟兄、蔡德芳姊妹、Simon Ho 弟兄
司廚:戴瓊華姊妹 司門:陳丙泉弟兄 早點:iFamily

浸禮將於4月1日星期日下午一時十五分。請大家預留時間出席。
4. 基督徒靈命塑造協會贊助「從腦到心靈」講座在3月31日星期六 9:30am - 1pm，
地點:匯點教會Crosspoint Church of Silicon Valley, 658 Gibraltar Court, Milpitas ，網上
報名www.Slfus.Org，然後點擊"Events" 網頁，再點擊此項目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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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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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ean and Terri

美國晨曦之家
 求神的保守看顧目前著手進行戒毒農場的整修工程，並且請大家為戒癮農場
在今年5月左右順利搬遷來禱告。
 請繼續為晨曦戒毒執照的搬遷到新地點的申請能夠批准順利來禱告。
 請為劉民和牧師在3月底到4月中美加的行程和聚會安排代禱。
 請為劉民和牧師和劉曉亭牧師在4月6日7:30pm 在基督五家，4月7日3:30pm 在
台美長老基督教會的專題講座聚會安排代禱。
 請為目前在中心的學員阿越能夠繼續穩定學習和成長來代禱。
 請為著最近許多有需要得著戒癮幫助的人能夠順利的進入晨曦中心來禱告，
包括一位新的學員3月21日能夠入村來代禱。
 請為同工目前在戒毒執照的進修課程學習代禱，以及目前黃彼得傳道也在教
牧博士的論文寫作過程，求主賜下智慧和體力。
柬埔寨金邊豐榮事工
「豐榮女子學校」:
1. 柬人的身體相對比較弱，為老師的健康與團隊合作禱告。
2. 繼續為學挍的擴建工程禱告，求主加力按祂的供應讓加建順利。
「豐榮女兒之家」:
1. 繼續為新任母親Pik禱告。孩子出生後一直在Mother's Heart被照顧，Pik已經
決定帶孩子回來我們家舍照顧，但仍等待相關機構的處理。求主幫助，讓一
切順利進行，也讓我們有智慧安排孩子到家會後的照顧。
2. 為其中三個孩子禱告，她們都有創傷後遺症的症狀。也為其他孩子的心靈禱
告，她們都希望能盡快康復回家。
「豐榮婦女中心」:為婦女中心的籌備禱告，我們仍在聘請一位基督徒女社工及
尋找合適的地方，求主預備。為中心主任Chandra禱告，賜她力量與智慧。
「豐榮社區中心」:
1. 求主幫助社區的家庭能得著謀生的機會，增加家庭收入，也讓小孩安心上
學，不用外出工作幫補家計。
2. 前女子學校小五生Daisy，將於3月舉行訂婚。求主保守她能適應婚後生活，
生命仍能常常與神連結。也盼望我們能繼續與她保持關係，給予合適關壞。

Parent Hearts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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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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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Sermon: “One with Him - Together Forever”
Quote from Dr. Eckman:

Every Sunday

“Can you imagine Heaven sent the best for the worst of us? He

兒童崇拜
9:30—10:45 am (Room E6)

became one of us so that we could become one with Him! The
Father thought we were worth rescuing through His own Son.”

主日學
11:15-12:30 pm

Scri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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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But God, being rich in mercy, because of His great love with
which He loved us, 5 even when we were dead in our transgressions, made us alive together with Christ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6 and raised us up with Him, and seated us with
Him in the heavenly places, in Christ Jesus, 7 in order that in the
ages to come He might show the surpassing riches of His grace

英文部事工

in kindness toward us in Christ Jesus.” (Eph 2:4 -7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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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
(Youth and Young Adult)
Every Friday 7:30pm
Room E1

經文:
「4 然而 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我們的愛、5 當我
們 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6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
活、一同坐在天上、7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
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
看。」(以弗所書 2:4 -7 和合本)

Contact (聯絡人): Sion Kim

每週讀經
詩篇

舊約

新約

箴言

禮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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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16:41----18:32 可 16:01-----20

11:07

禮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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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19:01----20:29 路 01:01-----25

11:08

合共

禮拜二

39:01-06

民 21:01----22:20 路 01:26-----56

1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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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三

39:07-13

民 22:21----23:30 路 01:57-----80

11:12-13

禮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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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24:01----25:18 路 02:01-----35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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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五

40:06-10 民 26:01--------51 路 02:36-----52

11:15

Phone:626-328-8868 Email: Sion.Kim@Logosb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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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17

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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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牧師: David Ng 吳兆良牧師
English Pastor: Sion Kim

民 26:52----28:15 路 03: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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