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八年五月六日上午九時半
證道: 吳兆良牧師
主席: 鄺兆霖弟兄

1. 本週三祈禱會將為兒童部事工禱告。
2. 夫婦關係進深營(Level II) 將於7月6日至7月7日舉行。由吳兆良牧師、師母，Yuk 和
Elice 共同帶領。請留意日期，詳情日後公佈。這個營會是為已參加過恩愛夫婦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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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設。
3. 浸禮將在5月20日星期日下午一時十五分教會禮堂舉行。
4. 美國回歸真神祈禱運動將於5月20日(星期日)、下午3時在 Cross Point Church in
Milpitas 舉行。詳情請留意教會佈告版。
5. 主日學宣佈:
很高興教會在春夏季將開設一堂關於親子關係和溝通的課程，詳情將盡快公佈。在
此之前，吳兆良牧師將按今年教會主題「離開信仰開端 * 努力邁向成熟」提供 “屬
靈成長的基本操練” 課程。內容涵蓋對屬靈成長至關重要的四個領域。本課程將於
今天在E3教室開始。邀請所有渴望在基督裡成長的參加。
課程內容 –
1. 讀經 - 讀經基本法，學習讀四種不同類型的經文:敘事，比喻，詩篇，書信。
2. 禱告 - 辨識神的聲音，跟隨神的領導，聆聽神。
3. 服侍 - 我的屬靈恩賜是什麼，如何用我的恩賜服侍，如何發展我的恩賜。
4. 傳福音 - 如何引發關於信仰的談話，如何回答問題和捍衛我們的信仰，如何有效
地見證耶穌。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鄺兆霖弟兄
吳兆良牧師

…… 會後請參加主日學 ……
「屬靈成長的基本操練 - 讀經基本法」(11:15 –12: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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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三日事奉人員
證道:美國晨曦會牧師 主席:鄺兆霖弟兄 領詩:秦永基弟兄
招待:陳丙泉弟兄、戴瓊華姊妹、許秀戀姊妹
司廚:蔡德芳姊妹 司門:何錦惠姊妹 早點:Morning Light

內地同工 R&C
 土耳其99.3%的未得之民有機會聽到福音，並且迴轉向神；
 土耳其0.04%的基督徒在基督站立的穩，並且勇敢傳揚福音；
 我們五位同學被聖靈充滿，帶著愛去到那地，以及安全；
 旅程和事工的需要，天父預備。
萬民福音使團— Mission Pathway
 感謝神<Crossroads Publications 萬民福音使團>在國內有夥伴負責<宣教日引>微信語音
版，另有夥伴發行紙本;以及<中文聖經遊蹤課程>事工。由於最近中國執行基督教
中國化策略，聖經已被在網上禁售。求神保守國內在這方面服侍的弟兄姊妹們。
 感謝主<宣教日引>在馬來西亞的發行，未來的三四年將會由協傳培訓中心在新山辦
事處繼續負責。謝謝大家的代禱。
 萬民福音使團的網站需要更新，加強未得民的搜索功能，求主賜下合適人選來做。
JNX
 在充滿服侍機會的2018年，求主賜足夠的奉獻來推動事工的整體發展並每個敬拜宣

教士(WM) 的需要。
 所有本地和海外活動有關的籌備並各方的溝通。祈求我們能與上帝的心意連接，並

遵循祂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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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ean and Ter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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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兆良牧師

Every Sunday
兒童崇拜
9:30—10:45 am (Room E6)

講題: 尋找神的旨意系列四
「遵循聖靈的引導」

主日學
11:15-12:30 pm

經文: 使徒行傳15:1-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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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
1. 讀經 - 在靈修中默想聖言
2. 禱告 - 在靈修中聆聽聖靈
3. 心中的平安, 內裏的確信
4. 諮詢 ____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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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____________________ 信心的一步
6. 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

總結

English Group
(Youth and Young Adult)
Every Friday 7:30pm
Room E1
Contact (聯絡人): Sion Kim

每週讀經
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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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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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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二

64:01-10

士 15:01----16:31

約 02:01------25

14: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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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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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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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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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Pastor: Sion Kim

約 04:43------54

2018 May W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