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八年十月七日上午九時半

教會及其他消息

證道 Speaker: Pastor Roger Huang
主席 Presider: Bill Kwong 弟兄

1. 本週三祈禱會將為外國和本地宣教事工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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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Matt. 25:14-18
( Parable of the three servants)
"What is holding you back?"
Pastor Roger Huang
Bill Kwong 弟兄
Pastor David Ng

…… 會後請參加主日學 ……
「事奉之道」
(11:15am – 12:30 pm), Room E3

十月份主題經文
「我是說，你們應當順著聖靈行事，這樣就一定不會去滿足
肉體的私慾了。」 加拉太書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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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四日事奉人員
證道:Louis Chan牧師 主席:鄺兆霖弟兄 領詩:黃柏年弟兄
招待:陳丙泉弟兄、戴瓊華姊妹、梁寶玲姊妹
司廚:史天慧姊妹
司門:何天瀛弟兄 早點: Pioneer

Prayer meeting this week will be praying for foreign and local mission.
2. 主日學「屬靈成長的基本操練」之第三個單元「事奉之道」，今天開始至十月二十
八日。內容包括: 為何我要事奉? 在永恆中怎樣為我的事奉與神的旨意配合? 怎樣
能找到我應該事奉的範圍? Cantonese Sunday School 3rd module starts today until 10/28.
Contents include: Why should I serve? How does service relate to God’s purpose for me in
eternity? How can I find out in what area should I serve?
3. 教會行政會會議將在十月十四日下午一時十五分舉行。
Church council meeting will take place 10/14 after lunch.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SR Ministry (Yuk & Elice)
 我們可以明智而有效地利用我們的時間，求天父的愛在我們的事工中顯示出來。
 祈禱我們我們與內地同工輔導或同行時，我們智慧和信任父神的引領。
 我們將帶領一群弟兄姐妹學習「從頭到心」課程。求天父賜力量與平安，弟兄姐
妹能體驗更深的天父慈愛關係，讓他們經驗生命轉變。
 我們準備為同工舉辦一個團隊建設講習班。去年有兩隊經歷了一些衝突。為未來
一年的和解和團隊團結祈禱。
 為C&E這個地區的領導人祈禱。他們一家五口，必須找到一個新的地方。祈求智
慧在他們的領導和夫妻關係中。
 一對在事奉少數群體忠心的夫婦，正經歷著婚姻關係中的一些挑戰。祈求天父賜
和解的心。願主的醫治之手帶他們走過這艱難的時刻。
 我們準備(在10月底)舉辦退修營，求神帶領讓這退修營幫助同工的靈性成長。祈
求我們對聖靈有敏銳。
 祈禱神的保護我們和家人的健康。
柬埔寨金邊豐榮事工
「豐榮女子學校」感謝主，我們順利聘請了五位新老師，求主帶領她們的服侍與適應。
 感謝主的帶領，中學部課程籌劃會議已順利在香港舉行，接著將以此為藍本與建
校委員會商討校舍設計。
 新學年中約有30位新生。求主帶領各學生的學習，特別是新生們的適應與學習。
「豐榮女兒之家」10月初是柬埔寨的「亡人節」，求主讓我們能為孩子會回鄉作
出美好安排，也保回鄉路上平安。
 為4個參與外面職業訓練的孩子禱告。為聘請廚師、行政同工與社工禱告。
「豐榮婦女之家 」為我們仍在聘請1位看護員禱告。
 為婦女Sabol禱告，感恩她願意到髮型學校學習，願她能堅持學習。為婦女 Nao禱
告。她希望成為一個裁縫師。我們已經找到教授她的師傅，求主帶領她的學習。
 為Khoun禱告，她將會到豐榮學校任助教，同時參與學習，她盼望日後能成為幼師。
「豐榮社區中心」感謝主，有教會奉獻地方，讓我們能擁有自己的地方發展社區活
動，求主帶領，也讓中心成為社區的祝福。
 請為兩位已離婚的親姐妹禱告，這兩姐妹共有7個孩子。孩子們現由叔嬸照顧。
 感謝主，一個在金邊聖經學院學習的男生願意來參與社區兒童聚會，求主帶領他的
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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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Speaker: Pastor Roger Huang
講題 Sermon:“What is holding you back?"

Every Su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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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ipture: Matthew. 25:14-18 (NIV)
14
Again, it will be like a man going on a journey,
who called his servants and entrusted his wealth to them.
15
To one he gave five bags of gold, to another two bags,
and to another one bag,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hen he went on his journey.
16
The man who had received five bags of gold went at once
and put his money to work and gained five bags more.
17
So also, the one with two bags of gold gained two more.
18
But the man who had received one bag went off,
dug a hole in the ground and hid his master’s money.
經文: 馬太福音 25:14-18 (和合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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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叫了僕人來、
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

15

按著各人的才幹、給他們銀子．一個給了五千、
一個給了二千、一個給了一千．就往外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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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那領五千的、隨即拿去做買賣、另外賺了五千。

17

那領二千的、也照樣另賺了二千。

18

但那領一千的、去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埋藏了。

Contact (聯絡人): Sion 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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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日

105:01-07

賽 25:01-28:13

加 03:10-----22

23:17-18

合共

禮拜一

105:08-15

賽 28:14-30:11

加 03:23-04:10

23:19-21

100

禮拜二

105:16-22

賽 30:12-33:12

加 05:01-----12

23:22

禮拜三

105:23-36

賽 33:13-36:22

加 05:13-----26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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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四

105:37-45

賽 37:01-38:22

加 06:01-----18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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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五

106:01-05

賽 39:01-41:16

弗 01:01-----23

23:25-28

禮拜六

106:06-12

賽 41:17-43:13

弗 02:01-----22

23: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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