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半
證道: 吳兆良牧師
主席: 邵文澧弟兄
……… 主日崇拜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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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薇姊妹

聆聽主話
禱
文
息

祈禱會

1. 本週三祈禱會將為兒童部事工禱告。
2. 午膳已恢復供應，主日學後請留步享用。
3. 污水處理工作已完成，可以自由使用洗手間設施。
4. 八月份常費財務報告:收入$16,109，支出(包括退修會)$29,633，年度不敷$46,032。
5. 美國回歸真神禱告運動主辦「灣區聯合禱告大會」於十月十四日下午舉行，詳情

逢週三晚上七時三十分 Room E1

可參考報告欄海報。

(英文部，兒童及嬰孩可以離開禮堂)

牧
經
信

教會及其他消息

瑪拉基書 3:7-12
屬靈體檢系列五
「我有搶奪屬神之物嗎?」

歡迎報告
祝 福
默 禱

吳兆良牧師
邵文澧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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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十日事奉人員
證道:吳兆良牧師 主席:許志明弟兄 領詩:莊凱蓉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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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JNX
 為以下兩位敬拜宣教士禱告:
梁志堅 - 已經在我們的培訓中心完成了一年的服侍。他現在已回到澳門，為下
一步方向祈禱、等候和尋求上帝的帶領。
林園 - 今年需要籌募的經費還未達標，仍然需要財政上的支持。求主供應。
 網上培訓計劃的籌備正在進行中，但比我們預期慢了一點。請為團隊祈求智慧和
保護，也求主保守他們的家人，讓團隊不會有任何分心或攔阻。
 為九月開始68天的宣教服侍旅程和培訓禱告:
a)這是對身體和精神意志的挑戰和考驗；從南方炎熱的月份開始，到北方的寒冷
月份結束。所有海、陸、空行程的安全。
b)屬天的智慧和保護。保持活潑的屬靈生命及敏銳於神的帶領。
c)準備我們要服侍群體的心，祈求他們的生命被上帝提升，進而影響他們的社群。
美國晨曦之家
 請教會的弟兄姐妹繼續為新農場的搬遷事宜代禱，祈求神賜下夠用祂恩典和智
慧，能夠有效地利用資源和發揮功能，並且期盼能與地方教會分享戒癮資源，對
本地戒癮宣教事工的發展有所助益。
 請繼續為搬遷到農場新址之後的事工活動的調整，以及同工和學員們對新環境的
生活適應來代禱。
 請為新進學員阿傑能夠很快地調整和適應來代禱，另外也為其他三位學員阿昌、
阿杰、和阿越與家人的關係恢復和諧，以及個人靈命成長來禱告。為阿澄在中心
的工作生活，他在神學院學習和未來的目標來禱告。
 為晨曦三位同工在戒毒專業領域的在職進修來禱告，還有黃彼得傳道目前在神學
院進修的教牧博士論文寫作代禱，祈求神賜下夠用的智慧和體力。
 請為近期內準備入村的新學員分別來晨曦戒酒癮和賭癮，以及他們的家人來代
禱，求主保守他們的戒癮決心，並且順利的如期來到晨曦之家。
寮國水電大壩決堤救災跟進2 (9/11)
17個村莊受洪水影響，3個村莊完全被水淹沒。目前的安置營內的情況有好轉，災民
目前處於創傷中，覺得生活沒有希望，對未來感到焦慮。經常為失去的家人和財物
感到絕望而哭泣。日後的服侍不單是派發大米及糧食，會開始:
 提供心理輔導、供應聖經、牧養及醫治服侍。為孩子們建立一個學習中心。提供
學費繼續接受教育，讓孩子們保持活動，以克服他們在洪水期間所遭受的創傷。
 提供木工和建築技能學習成為一些災民的謀生工具。
 求神供應經費和長期委身的災後事工同工。感謝主，萬民福音使團籌得$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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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 屬靈體檢系列五「我有搶奪屬神之物嗎?」

兒童崇拜
9:30—10:45 am (Room E6)

經文: 瑪拉基書 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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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搶奪了屬神之物 – __________的問題
2. 正確的十一奉獻觀
2.1頒佈律法前___________________
2.2律法要求 ____________十分之一
2.3 主耶穌的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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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保羅的教導 - ________________
應用 – 我應該如何履行這義務?
不是用計算機，乃是用___________來計算奉獻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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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

Contact (聯絡人): Sion Kim

每週讀經
詩篇

舊約

新約

箴言

禮拜日

098:01-09

傳 04:01-06:12 林後 06:14-07:07

22:16

合共

禮拜一

099:01-09

傳 07:01-09:18 林後 07:08-----16

22:17-19

107

禮拜二

100:01-05

傳 10:01-12:14 林後 08:01-----15

22:20-21

禮拜三

101:01-08

歌 01:01-04:16 林後 08:16-----24

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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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四

102:01-11

歌 05:01-08:14 林後 09:01-----15

22: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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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五

102:12-17

賽 01:01-02:22 林後 10:01-----18

22:26-27

禮拜六

102:18-28

賽 03:01-05:30 林後 11:01-----15

22:28-29

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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