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半
證道: 王其昌牧師
主席: 鄺兆霖弟兄

1. 本週三祈禱會將為教會肢體及屬靈需要禱告。如果你願意我們為你祈禱，請讓吳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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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後請參加主日學……
「親子互動成長」
(11:15am – 12:30 pm), Room E3

六月份主題經文
「次日凌晨，天還沒有亮，耶穌起身出去，來到荒野的地方，
在那裡禱告。」馬可福音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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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一日事奉人員
證道:吳兆良牧師 主席:許志明弟兄
領詩:秦永基弟兄
招待:張國清弟兄、蔡德芳姊妹、顏文業弟兄
司廚:余惠儂姊妹 司門:鄺兆霖弟兄
早點: Life to Life
司餐:Francis弟兄、鄺兆霖弟兄、Angie姊妹、莊凱蓉姊妹
許志明弟兄、孫人舟弟兄、Pastor Sion、吳程碧琪姊妹

師知道。
2. 如果你願意用多些時間去尋求神，學習傾聽他的聲音，請參加6月29日星期五早
上祈禱山的活動。詳情請向吳牧師查詢。
3. 敬拜團隊現號召那些喜愛在音樂敬拜事工服侍的弟兄姊妹，包括擔任歌唱、樂器
演奏、音響調控、PowerPoint等。聖殿裏的敬拜是舊約記載第一種有組織的敬拜服
侍。這是一個神聖和上帝喜悅的服事。願上帝帶領你投入這個事工，一起來榮耀
衪。請你為此禱告。
4. 請留意以下不同機構舉辦的活動，鼓勵大家把握機會學習、成長。詳情請留意
教會報告板。六月三十日，基督豐榮團契主辦，「靈命塑造，聖經怎麼說？」劉
秀嫻傳道/博士主講。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Pastor L Chang
六月在溫哥華一間約五十年歷史的華人教會舉辦佈道會，退修會，這教會曾遇大風
暴，需要復興，需要重新得力。感謝大家代禱支持。剛完成講道，約50信徒回應行
到台前，手拿著五色福音匙的金匙立志。立志餘下的人生，專心跟隨耶穌，他是我
主，我要積極去認識神，積極去帶人歸主，願見主面前，最少帶一人歸主。
美國晨曦會
 請繼續為Gilroy農場的整建工程最後階段能夠符合並且通過各項安全檢查來代禱。
期盼戒癮事工能夠順利於六月底搬遷到新址，並且請為新環境的適應和同工學員
的課程活動調整來代禱。
 感謝神的帶領和保守，謝冠廷牧師在五月十二日從正道福音神學院畢業。
 為同工黃彼得傳道目前進行的教牧博士研究題目代禱，祈求神賜下智慧和體力。
 請為五月底新進來的學員阿杰代禱，求神幫助他的適應村中生活。請繼續為其他
兩位學員阿越和阿澄在村中的學習和靈命成長來禱告
 請為南加州教會的短宣隊預訂在六月底週末來晨曦中心訪問與觀摩活動代禱。
 請為三位同工在網路上的戒毒執照學習課程來代禱。
內地同工 Cool
 求神賜給我們夫婦好的靈性和體力，在忙碌的時間和環境的壓力之下，把一切的
難處都交託在神的手裡，以喜樂的心有智慧地帶領和牧養同工。
 求神賜我們一個寬鬆的環境。也懇求聖靈加添我們的靈力、心力和體力去面對各
種不同的環境。
 為暑假短宣40 多位要參加的學生禱告，求神保守他們的心。也求神保守整個的短
宣過程安全有果效。求神供應短宣的一切所需，透過短宣得著失喪的靈魂。
 為這個國家禱告，求神讓掌權者能給基督徒較為寬鬆的信仰環境，神的教會，僕
人，兒女不被制約，捆鎖，限制。
 為我們事工的策略和方式禱告，求神賜我們智慧，好讓我們知道怎樣更好地得著
年輕一代。
 為孩子們禱告，特別是為他們的教會生活禱告，目前教會還沒有青少年事工，求
神為他們預備合適的聚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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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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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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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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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王其昌牧師
講題:「作一個敬虔的人」
經文: 撒母耳記上十二章 (和合本)
2
1. 恆久不變:「 現在有這王在你們前面行。我已年老髮白、我的兒
子都在你們這裏。我從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們前面行。」
2. 逆境不移:「2現在有這王在你們前面行。我已年老髮白、我的
兒子都在你們這裏。我從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們前面行。
3
我在這裏，你們要在耶和華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給我作見證、
我奪過誰的牛、搶過誰的驢、欺負過誰、虐待過誰、從誰手裏
受過賄賂因而眼瞎呢? 若有、我必償還。」
3. 與世不染:「15倘若不聽從耶和華的話、違背他的命令、耶和華
的手必攻擊你們、像從前攻擊你們列祖一樣。
16
現在你們要站住、看耶和華在你們眼前要行一件大事。
17
這不是割麥子的時候麼? 我求告耶和華、他必打雷降雨、使你
們又知道又看出、你們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華面前犯大罪了。
18
於是撒母耳求告耶和華、耶和華就在這日打雷降雨眾民便甚懼
怕耶和華和撒母耳。」
4. 為神代言:「23至於我、斷不停止為你們禱告、以致得罪耶和華。
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們。」
5. 為民代求:「20撒母耳對百姓說、不要懼怕‧你們雖然行了這惡、
卻不要偏離耶和華、只要盡心事奉他。
21
若偏離耶和華去順從那不能救人的虛神、是無益的。
22
耶和華既喜悅選你們作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棄你們。
23
至於我、斷不停止為你們禱告、以致得罪耶和華。我必以善道
正路指教你們。」

每週讀經
詩篇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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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日

135:08-14

王上 19:01-----21 徒 12:01------23

17:14-15

合共

禮拜一

135:15-21

王上 20:01-21:29 徒 12:24--13:15

17:16

85

禮拜二

136:01-09

王上 22:01-----53 徒 13:16------41

17:17-18

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舊約

禮拜三

136:10-22

王下 01:01-02:25 徒 13:42--14:07

17: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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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四

136:23-26

王下 03:01-04:17 徒 14:08------28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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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五

137:01-08

王下 04:18-05:27 徒 15:01------35

17:23

禮拜六

138:01-08

王下 06:01-07:20 徒 15:36--16:15

17:24-25

主任牧師: David Ng 吳兆良牧師
English Pastor: Sion 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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