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八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時半
證道: 吳兆良牧師
主席: 鄺兆霖弟兄

教會及其他消息
1. 本週三祈禱會將與FBC舉行聯合禱告。Wednesday Prayer meeting will join with FBC.
2. 中國神學研究院前院長余達心牧師公開神學講座九月十四、十五兩日南灣舉行。

詳情請留意報告版上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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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拉基書 2:10-16
屬靈體檢系列四
「我是否忠於神的聖約?」

歡迎報告
祝 福
默 禱

吳兆良牧師
鄺兆霖弟兄
吳兆良牧師

…… 會後請參加主日學 ……
「靈修與禱告」(11:15am – 12:30 pm), Room E3
九月份主題經文
「所以弟兄們，我憑著神的仁慈勸你們，要把身體獻上，
作聖潔而蒙神悅納的活祭；這是你們理所當然的事奉。」
羅馬書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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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六日事奉人員
證道:吳兆良牧師 主席:鄺兆霖弟兄
領詩:秦永基弟兄
招待:顏文業弟兄、史天慧姊妹、Simon弟兄
司廚:劉圍樂姊妹 司門:何若明弟兄
早點: Pioneer

祈禱會
逢週三晚上七時三十分 Room E1

Former President of 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will have seminar in 9/14 and 9/15.
Please check bulletin board.

小組

3. 請注意，我們教會將在9/7星期五至9/9星期日前往在Redwood Christian Park舉行的
每年退修會。如果你不參與，鼓勵你加入FBC 在11:00am 的敬拜。
Please note that our church will go to Redwood Christian Park for our annual church retreat on
Friday (9/7) to Sunday (9/9). If you are not going to the retreat you are encouraged to join
FBC’s worship service at 11:00am.
4. 教會行政會會議9/16下午一時十五分舉行。
Church Council meeting will take place 9/16 after lunch at 1: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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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同工 B & H 夫婦
 下個月學生領袖的營會，我需要準備3個信息來鼓勵開始一個新的學年。請為我
禱告能夠敏感聖靈的帶領。這個夏天我們幾位禾場同工開始為了這個學生領袖營
會來籌劃，他們邀請我來做主要的講員，我們見面一起討論和思考，我也一直在
禱告求主給我亮光。我很需要你們為我代禱。
 當我們同工來邀請我和學生一起為了這個營會來籌劃的時候，我很被他們的心所
激勵，請為所有決定來參加我們營會的學生代禱。這次的主題是“關鍵時刻"，
我們想鼓勵學生們在這個關鍵時刻做出勇敢和有智慧的選擇。
內地同工 Hannah
 請為西亞波斯灣7國工人的興起禱告。
 最近剛剛開始學做微信廣播，也在學習電子琴，請為我禱告可以安排好時間，堅
持學習，希望以後可以祝福禾場。
內地同工 C&G
請大家繼續為我女兒入學的需要禱告。我已經和小學校長通電話兩次，但都被用忙
的原因推辭。不知道到底是踢皮球或是一種委婉的方式在要贊助費，但相信無論如
何這事總在慈愛的天父手裏，祂有最美好的安排。
柬埔寨金邊豐榮事工
 為新學年聘請老師和中學建校委員會的組成禱告，求主預備不同範疇的同行者。
 為學校的擴建工程禱告包括教學樓與操場。為每三年續牌禱告，審視項目繁多。
 為聘請一位新社工、廚師師與行政同工禱告。為聘請兩位看護員禱告。
 為女孩子大選回鄉後重返禱告，保守她們的路途平安與回來後的適應。
 為兩個新個案禱告，求主帶領，讓我們有智慧與她們同行，也幫助她們在新環境
與離家的適應。
 一個由女兒之家轉過去婦女之家的婦女已經重返家裏，求主幫助她在各方面的適
應，也幫助她媽媽懂得如何去愛自己的女兒。
 求主讓小孩經歷神的信實，在靈性上不斷成長。
 明年度國寶聚會需要3位能委身服事的導師，求主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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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體檢系列四「我是否忠於神的聖約？」
經文: 瑪拉基書 2:10-16
引言 – 知道你的靈命狀況嗎?

主日學
11:15-12:30 pm

1. 不忠案例(一)跟異教女子通婚， v.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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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性:
(1) 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褻瀆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會與我的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部事工
2. 不忠案例(二 ) 休妻, v.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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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性:
(1) 神是婚約的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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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婚姻要反映 ________________
(3) 藉信徒婚姻_________________

Contact (聯絡人): Sion Kim

應用
勸戒
每週讀經
詩篇

8 月 12 日

82

英文 兒童
13

9

箴言

90:01-10

斯 08:01-10:03 林前 12:27-13:13 21:23-24

合共

禮拜一

90:11-17

伯 01:01-03:26 林前 14:01-----17 21:25-26

104

禮拜二

91:01-08

伯 04:01-07:21 林前 14:18-----40 21:27

禮拜三

91:09-06

伯 08:01-11:20 林前 15:01-----28 21:28-29

禮拜四

92:01-08

伯 12:01-15:35 林前 15:29-----58 21:30-31

禮拜五

92:09-15

伯 16:01-19:29 林前 16:01-----24 22:01

禮拜六

93:01-05

伯 20:01-22:30 林後 01:01-----11 2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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