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五日上午九時半
證道: 吳兆良牧師
主席: 鄺兆霖弟兄

教會及其他消息
1. 本週三祈禱會將為兒童部事工禱告。
2. 今年的教會退修會將在9/7至9/9 舉行。講員是 Rev. Larry Wong 來自 Oakland Chinese

Independent Baptist Church。請留意日期及預留時間。

……… 主日崇拜程序 ………
敬拜讚美
宣 召
頌 讚

奉

莊凱蓉姊妹
1. 萬福源頭 2. 祢坐著為王
3. There’s none like You
4.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

獻
(英文部，兒童及嬰孩可以離開禮堂)

聆聽主話
牧
經
信

禱
文
息

以弗所書 5:21-33
幸福家庭系列五
「丈夫的角色」

歡迎報告
祝 福
默 禱

3. 新的主日學在今天開始，由 Dr. Regina Ho 教導。詳情請參附頁。
4. 在七月廿九日我們將與 FBC 舉行聯合主日崇拜。早上九時四十五分開始。一個向猶

太人宣教的機構 Jews for Jesus 將在當日用表演形式傳講「舊約中的基督」的信息。
敬請留意。
5. 下一次祈禱山的活動將在8/24 星期五早上。如果你有興趣，請向吳牧師查詢詳情。
6. 六月份常費財務報告—收入: $16,013、支出: $19,602、今年迄今虧: $31,060。
7. 蔡元雲醫生主領:「辨別時代，鑒察生命」靜修日(粵語)將在 7/28 舉行。詳情請看
教會報告板上的海報。
8. 英文部會眾將在夏季期間與協助無家者的機構合作為他們服務和向他們佈道福音。
我們需要你的支持和捐贈給予無家可歸者: 瓶裝水、急救包、洗浴用品(酒店尺碼的
包裝較適合)、睡袋、帳篷、防水布、毯子。捐贈不必是全新的，但必須是可用和
整潔。捐贈可以放到房間 E1。如果有任何問題，請聯繫Sion牧師。

吳兆良牧師
鄺兆霖弟兄
吳兆良牧師

…… 會後請參加主日學 ……
「從了解自己到彼此造就：連結和醫治的對話」
(11:15am – 12:30 pm), Room E3

七月份主題經文
「你們要住在我裡面，我也就住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連在葡
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住在我裡面，也是這
樣。」約翰福音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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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二十二日事奉人員
證道:吳兆良牧師 主席:邵文澧弟兄
領詩: 劉兆琦姊妹
招待:張國清弟兄、蔡德芳姊妹、顏文業弟兄
司廚:余惠儂姊妹 司門:鄺兆霖弟兄
早點: Life to Life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內地同工大衛
 我放棄了有一個很好的機會讀神學碩士，因為教會中的牧養和健康發展尤其重要，
相信讀書以後還有機會，請大家為著我接下來的重點來禱告: 帶領牧養小組長，福音敬
拜讚美會，現有的幾位年輕牧者組成的侍奉團隊。
 一直忽略我的家人，請為我的妻子和女兒代禱，她們是我最需要帶領的門徒，我卻
很少花時間在她們身上。也請為我女兒新學期的學費禱告，我們在8月底前要預備
2.5萬元人民幣的學費。
美國晨曦會
 為Gilroy農場的最後使用執照能夠符合州政府規定的各項安檢順利通過，則將會在
七月中旬搬遷到農場新址。
 請繼續為戒癮事工調整，以及同工學員對新環境的適應來代禱。
 繼續為晨曦同工在戒毒專業領域的在職進修來禱告。
 為六月底新進來的學員阿昌來代禱，求神幫助他的適應村中生活。請繼續為其他三
位學員在村中的學習和靈命成長來禱告：阿杰以及阿越和家人的關係和諧，阿澄已
經於6月20日回去大陸探親，請為他未來的目標來禱告。
 請為加州幾個教會的短宣隊預訂在七月份當中來晨曦中心訪問與觀摩活動代禱。
 為晨曦會學員需要心理諮商專員的輔導課程來代禱；目前有基督五家的郭傳道，以
及Gerri在幫助輔導學員。請為中心遷到Gilroy之後，需要重新安排心理輔導員的需
要來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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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nald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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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家庭系列五「丈夫的角色」
經文: 以弗所書5:21-33

主日學
11:15-12:30 pm

引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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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基督愛教會,丈夫的角色
1. 潔淨，成為聖潔，呈獻給基督 v.26,27
2. 愛妻子好像愛自己的身體，保養顧惜 v.28-30
3. 與妻子結合，二人成為一體 v.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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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01-11

代上 07:01-08:40 徒 27:01------20

18:22

合共

禮拜一

147:12-20

代上 09:01-10:14 徒 27:21------44

18:23-24

94

禮拜二

148:01-14

代上 11:01-12:18 徒 28:01------31

19:01-03

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舊約

禮拜三

149:01-09

代上 12:19-14:17 羅 01:01------17

19: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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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四

150:01-06

代上 15:01-16:36 羅 01:18------32

19: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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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五

073:01-14

代上 16:37-18:17 羅 02:01------24

19:08-09

禮拜六

073:15-28

代上 19:01-21:31 羅 02:25--03:08

19:10-12

主任牧師: David Ng 吳兆良牧師
English Pastor: Sion 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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