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九時半

教會及其他消息

祈禱會

證道: 吳兆良牧師
主席: 吳兆良牧師

1. 除夕感恩讚美崇拜於12/31 明天晚上7:30舉行。邀請大家以分享感恩事情和見證方式
榮耀神。若有分享，請與吳牧師或小組組長聯絡。1/2/2019 週三晚祈禱會將取消。
2. 會員大會將於2019年1月13日早上十一點舉行，請各會友預留時間出席。選票請見附
頁。
3. 要核算作為2018年的奉獻，必須在12/31前交回教會辦公室。若用郵遞，則以信封上
的郵截日期為準。
4. 所有2018年報銷表(Reimbursement Form) 請務必在一月一日或之前遞交財務部處理。
5. 主日學「屬靈成長的基本操練」第四個單元「做個有效的見証人」繼續，如果你想成為
耶穌的一個有效的見證人，請來參與。
6. 請繼續為您參與2019信心認捐和短期宣教服侍祈禱。信心認捐表格在入口處可索取。
7. 中風講座將於1月17日1:15在Fellowship Hall舉行。詳情請看教會公告板的海報。
8. 2019年第一季<宣教日引>經已放在外面，每月主題:多倫多(留下自己的印記)、菲律
賓(暴力真能遏止犯罪?)、拉達克(印度的西藏地圖)。請記念來得未福音群体體。

逢週三晚上七時三十分 Room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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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後請參加主日學 ……
「屬靈成長的基本操練」第四個單元
「做個有效的見証人」
(11:15am – 12:30 pm), Room E3

十二月份主題經文
「所以你們要完全，正如你們的天父是完全的。」馬太福音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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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六日事奉人員
證道:吳兆良牧師 主席:許志明弟兄 領詩:莊凱蓉姊妹
招待:翁玉新弟兄、許秀戀姊妹
司廚:何錦惠姊妹 司門:蔡德芳姊妹 早點: English Congregation
司餐:邵文澧弟兄、Francis Ngai弟兄、鄺兆霖弟兄、Bill Chu弟兄
許志明弟兄、孫人舟弟兄、石文華姊妹、Angie Chang 姊妹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內地同工 Cool 夫婦
 一月是事工比較不是很忙的時間，卻是同工發展的好時間，求神祝福春節之前的
這段時間，同工能得到好的發展和休整。
 為春節假期禱告，絕大部分的國內同工都會回家和父母過春節，求神保守和家人
在其一起的時間，關係更融洽，帶來祝福。
 求神賜我們屬靈的智慧，知道怎麼牧養、帶領和發展同工們。
 過年前有安排一次全家人的旅行，求神賜福，讓我們有更深的關係，也有休息，
從新得力。
內地同工 B & H 夫婦
 太太回韓國探望她的父母親，她母親剛剛兩週前動了一個手術。這段時間不少韓
國人在回中國的時候在海關被拒絕入境，請禱告太太回北京的時候能夠順利過海
關。在也請代禱她和父母親在一起有很美好的時間。
 後面一段時間很重要的一個同工大會。大多數我們中國服事的同工們會來參加這
個會議。我責任是為了一個20分鐘的節目寫腳本。這可以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主內
肢體的經歷。後面一段時間我和一些弟兄姐妹開始準備的時候，請特別代禱求主
給我們智慧和洞見。
 請禱告我女兒去上海和爺爺奶奶一起住兩週的時間，求神幫助她可以和爺爺奶奶
有一些深入交流的時間。也許她可以比我更好地向爺爺奶奶解釋為什麼需要信耶
穌！
Ocean & Terri 土耳其短宣
 我們與神的關係得到加強。我們在分享福音時有勇氣和魄力。
 求上帝讓我們在訓練中得到很好的裝備。
 我們將要遇到的所有靈魂都完全向上帝敞開。我們有很好的準備和旅程的安排。
 求主賜更多的祈禱代禱者加入這場屬靈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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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上靈命成長路系列六

兒童崇拜
9:30—10:45 am (Room E6)

「根植聖言、取向天國」
經文: 馬太福音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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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 Lam

釋義/應用
1. 天國是耶穌事工的基礎和教導的核心
2. 葡萄園工人的比喻
這是關於 _______ 的比喻
耶穌已告訴我們比喻的教導是 ________________

英文部事工

比喻的教導對象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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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 _______，這比喻教導 – _______________
總結
根植聖言、取向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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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讀經
詩篇

舊約

新約

禮拜日

135:01-07

但 11:02-----35

約翰一 03:07--24

29:01

合共

禮拜一

135:08-14

但 11:36-12:13

約翰一 04:01--21

29:02-04

99

禮拜二

135:15-21

何 01:01-03:05

約翰一 05:01--21

29:05-08

禮拜三

136:01-09

何 04:01-05:15

約翰二 01------13 29:09-11

禮拜四

136:10-26

何 06:01-09:17

約翰三 01------15 29:12-14

禮拜五

137:01-09

何 10:01-14:09

猶

01------25

禮拜六

138:01-08

珥 01:01-03:21

啟

01:01-----20

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12 月 23 日

英文

兒童

聯 合 崇 拜

主任牧師: David Ng 吳兆良牧師
電話: 408-315-9991 電郵: David.Ng@Logosbc.org

English Pastor: Sion 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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