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半
證道: 吳兆良牧師
主席: 邵文澧弟兄
……… 主日崇拜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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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分享

劉兆琦姊妹

Ocean Ho 弟兄、Terri Si 姊妹

彼得後書 1:3-15
踏上靈命成長路系列八
「臨別贈言*努力長進」

歡迎報告
祝
福
默
禱

1. 本週三祈禱會將為傳福音及本地外展事工禱告。
2. 今天主日學時間 Ocean Ho 弟兄、Terri Si 姊妹短宣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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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暫停。
3. 中風講座將於今天1:15在Fellowship Hall舉行。詳情請看教會公告板的海報。
4. 冬季灣區各項活動，詳情請留意佈告板。
1月27日/2月8-10日美國影音使團和創世電視主辦，台灣/香港藝人佈道會
1月27日Scriptorium Bay Area Charter主辦接力背經營
5. 慶祝 2月10日 Maria Tchan 姊妹將加入柬埔寨金邊豐榮宣教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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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兒童可以離開去兒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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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及其他消息

吳兆良牧師
邵文澧弟兄
吳兆良牧師

…… 會後請參加短宣分享 ……
(11:15am – 12:30 pm), Room E3

一月份主題經文
「他們(巴拿巴和保羅)一同在教會聚集，教導了許多人。
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開始的。」使徒行傳11:26b
基督徒字面翻譯的意思小基督，這節經文告訴我們教會教導信
徒，使他們變得像小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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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三日事奉人員
證道:吳兆良牧師 主席:鄺兆霖弟兄 領詩:Abby姊妹
招待:黎凱怡姊妹、蔡德芳姊妹
司廚:戴瓊華姊妹 司門:陳丙泉弟兄 早點: iFamily
司餐:邵文澧弟兄、吳程碧琪師母、鄺兆霖兄、Bill Chu弟兄
Pastor Sion、孫人舟弟兄、石文華姊妹、Angie Chang 姊妹

柬埔寨金邊豐榮事工
「豐榮女子學校」現在是流感高峰期，請為我們的學生、服侍對象與同工的健康禱告。
 四位老師將放產假，求主預備合適的代課老師，特別是普通話老師。
 將有兩位較長期的義工會來我們機構服侍，為她們的預備與適應禱告。
「豐榮女兒之家」繼續為我們續牌 (MOU) 禱告，最近政府宿舍巡查，感恩順利完成，
只有一些小建議。
 為四個外出接受職業訓練的女孩子的信心、勇氣、智慧與平安禱告。
「豐榮婦女之家 」最近有一懷孕婦女自殘，情緒很不穩定。為社工們禱告，讓她們有
智慧與信心處理這類複雜個案。
 為同工們合作禱告，也求主賜予他們智慧與信心迎接新挑戰。
 未來三個月，我們會探訪16位已經回家的婦女，並與她們商討融入計劃。
「豐榮社區中心」為社區少年與兒童的靈命成長禱告。
 少年聚會才開始一個多月，求主賜同工們智慧與愛心，知道怎樣幫助他們。
 為中、柬及英文班學生禱告，賜他們智慧、毅力與渴求知識的心。
美國晨曦之家
 請繼續為搬遷到農場新址，我們將要進行養殖動物的計劃來代禱，也需要有專
業經驗的弟兄姐妹義工來參與。
 有許多教會的短宣隊和小組團契來觀摩活動，請繼續為我們中心的學員們的適
應農場新環境生活作息來代禱。
 戒癮中心有四名學員：阿傑、阿廣、阿昌和阿杰的學習和彼此相處和諧，以及
靈命成長來代禱。另外請為已經結業的阿澄在中心的生活，以及個人未來目標
來代禱。並且請為即將進來的新的學員的適應生活來代禱。
 請繼續為 Peter Chen 陳弟兄和阿寶姐妹能夠夫婦倆人同心參與戒癮的事奉心志
來感恩，請繼續為他們服事道路來代禱。為他們和未來的儲備同工培訓的募款
專戶的需要來代禱。
 請繼續為三位同工和他們的家庭需要來代禱，祈求神賜下智慧，幫助他們有效
地經營管理農場資源，也祈求主興起更多教會的肢體一起參與配搭戒癮事工。
 請繼續為晨曦三位同工在戒毒專業領域在職進修來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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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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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臨別贈言*努力長進」

兒童崇拜
9:30—10:45 am (Room E6)

經文: 彼得後書 1:3-15

主日學
11:15-12:30 pm

引言
牧者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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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
默示
努力_________
成長的基礎，神已經給了我們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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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成長的方向
成長的鼓勵
豐富地__________

Contact (聯絡人): Sion Kim

詩篇
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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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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