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八年八月五日上午九時半
證道: Pastor Sion Kim
主席: 吳兆良牧師
……… 主日崇拜程序 ………
敬拜讚美
Abby Chung 姊妹
宣 召
頌 讚
主 餐
吳兆良牧師
吳程碧琪師母、Francis 弟兄、鄺兆霖弟兄
Maggie 姊妹、Pastor Sion、Vivian 姊妹、孫人舟弟兄
奉 獻
(英文部，兒童及嬰孩可以離開禮堂)
聆聽主話
牧 禱
經 文
信 息
歡迎報告
祝 福
默 禱

Deuteronomy 申命記 6:4-9, 20-25
"Pass on Faith" 「傳遞信仰」 Pastor Sion Kim

吳兆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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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份主題經文
「但聖靈的果子是仁愛、喜樂、平安、忍耐、恩慈、良善、
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是沒有律法禁止的。」
加拉太書5: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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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二日事奉人員
證道:吳兆良牧師 主席:許志明弟兄 領詩:秦永基弟兄
招待:李偉濤弟兄、陸劉彩鳳姊妹、傅昭慧姊妹
司廚:戴瓊妹姊妹 司門:許秀戀姊妹 早點: Pioneer

教會及其他消息
1. Prayer meeting this week we will pray for Evangelism and outreach.
本週三祈禱會將為傳福音及本地外展事工禱告。
2. Registration continues for church retreat. Forms are available in the Fellowship Hall.
教會退修會報名繼續進行。報名表格可在Fellowship Hall索取。
3. Council meeting will take place next Sunday after lunch at 1:15pm.
教會行政會會議於下星期日下午一時十五分舉行。
4. Lunch service will be suspended from 8/18 to 9/9, resuming after the church retreat.
午膳將在 8/19 至 9/9 暫停供應，直至退修會後才再供應。
5. 「生命之道」培靈會，講員梁國權先生，九月一日舉行，詳情請參閱報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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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內地西北區短宣隊
 請為短宣隊成員的健康禱告，特別是去"Yu"市的隊員。他們中有一些人已有高原
的頭痛和疲勞反應。
 請為短宣隊成員的安全禱告。上星期日，一隊人去了一個家庭教會，公安來了，
質問他們為什麼在那裏。幸好他們準備好了，說他們是窮游。
 他們，尤其是大學生，在傳福音時能經歷聖靈的大能。
 為團隊的合ㄧ禱告。
內地同工 Henry 夫婦
 請為地方的教會祈禱，求上帝將加強我們的信仰，並給予智慧，知道在不同情況
下該說什麼和怎樣處理。
 祈禱內地的員工繼續在和平中工作。夏季任務的旅程在進行中，祈求上帝的保護。
 我將在8月旅行去幫助被派遣的傳教士，建立電腦和安全訓練。祈求上帝的引領。
 家庭學校現在正在休息。祈禱太太和孩子們會有喜樂和好的休息。為他們在8月
去拜訪太太的家人和向他們展示上帝的愛祈禱。
 自四月以來，我們在家裡創辦了一個家庭建設小組。現在我們有4對情侶，還有2
祖母加入了我們。祈求我們的生命在一起成長。另外一對夫婦下個月還在期待著
一 個孩子, 為順利的勞動祈禱。
寮國南部的阿速坡省
寮國南部的阿速坡Attapeu省，一座在興建中的水電大壩，7月23日晚間發生決堤，
六個村莊受到相當於2百萬個奧運泳池洪水衝擊。截至7月28日，有27人被證實死
亡，仍有1126 人失蹤。6600人失去了家園。目前獲救的村民目前獲救的村民安置
在帳篷裡。寮國裡邊有130個未得之民族群，但在這被淹沒的六個村莊裡，其中四
個村莊裡有17個家庭是信主的，65個基督徒。福音自傳會CNEC，在寮國首都永珍
的同工，目前已經聯同來自阿速坡省的同學，參與救援。目前要籌募經費向受災村
民提供應急用品，萬民福音使團希望能為這6600人在一夜之間失去家園的災民提供
大米。希望大家一齊來幫忙。
請為賴木森牧師(Crossroads董事)目前正在那兒的行程及安全禱告。
大米: 25KG (一家六口一個月米糧) US$18，目標: US$20,000
支票: 寫給 Crossroads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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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or Sion Kim

兒童五年級以下
講題: "Pass on Faith" 「傳遞信仰」

Every Sunday

經文: Deuteronomy 申命記 6:4-9,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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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Hear, O Israel: The Lord is our God, the Lord alone.
5 You shall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ght.
6 Keep these words that I am commanding you today in your heart.
7 Recite the children and talk about them when you are at home and
when you are away, when you m to your lie down and when you rise.
8 Bind them as a sign on your hand, fix them as an emblem on your
forehead, 9 and write them on the doorposts of your house and on your
gates.
20 When your children ask you in time to com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 decrees and the statutes and the ordinances that the Lord our
God has commanded you?”
21 then you shall say to your children, “We were Pharaoh’s slaves in
Egypt, but the Lord brought us out of Egypt with a mighty hand.
22 The Lord displayed before our eyes great and awesome signs and
wonders against Egypt, against Pharaoh and all his household.
23 He brought us out from there in order to bring us in, to give us the
land that he promised on oath to our ancestors.
24 Then the Lord commanded us to observe all these statutes, to fear
the Lord our God, for our lasting good, so as to keep us alive, as is
now the case.
25 If we diligently observe this entire commandment before the Lord
our God, as he has commanded us, we will be in the right.”

每週讀經
詩篇

舊約

新約

箴言

禮拜日

78:01-16

代下 07:11-10:19 羅 08:09------21

19:26

合共

禮拜一

78:17-31

代下 11:01-13:22 羅 08:22------39

19:27-29

137

禮拜二

78:32-55

代下 14:01-16:14 羅 09:01------21

20:01

禮拜三

78:56-64

代下 17:01-18:34 羅 09:22--10:13

2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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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四

78:65-72

代下 19:01-20:37 羅 10:14--11:12

2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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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五

79:01-08

代下 21:01-23:21 羅 11:13------36

20:07

禮拜六

79:09-13

代下 24:01-25:28 羅 12:01------21

20:08-10

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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