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禱會

二零一九年四月十四日上午九時半

教會及其他消息

證道: 吳兆良牧師
主席: 許志明弟兄

1. 本週三祈禱會將為傳福音及本地外展事工禱告。禱告項目請參看下文。
2. 教會行政會會議將今天午飯後一時十五分舉行。請繼續為教會行政會會成員以及
憲法修訂委員會祈禱。
3. 耶穌受難日崇拜將於本周五晚上7時30分與 FBC 聯合舉行。崇拜用英語進行。
4. 復活節主日早上十時四十五分有兒童尋復活蛋活動，詳情請向兒童部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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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讚美
宣
召
頌
讚
奉
獻

梁美薇姊妹

本週三(4/17) 傳福音及本地外展事工禱告

(兒童可以離開去兒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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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14:1—15:7; 哥林多前書第八章
合神心意的教會系列五
吳兆良牧師
「合一的關鍵 - 彼此接納」
許志明弟兄
吳兆良牧師

…… 會後請參加主日學……
(11:15am – 12:30 pm), Room E3, 務請準時

四月份主題經文
「這家就是永活 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敬虔的奧祕
真偉大啊，這是眾人所公認的，就是:“他在肉身顯現，在
聖靈裡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列國，被世人信服，被接
到榮耀。」 提摩太前書3:15b-16
這是教會最早的認信之一，從2000年前傳給我們。

今天我們也同樣認信，繼續承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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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一日事奉人員
證道:吳兆良牧師
主席:邵文澧弟兄 領詩:秦永基弟兄
招待:傅昭慧姊妹、李偉濤弟兄
司廚:許鄧麗芳姊妹 司門:黎凱怡姊妹 早點: G to G

1. 讚美 神，在過去十年裡，通過我們的會友和教牧同工的見證，至少有50多人信
主。門徒訓練和繼續跟進是保存這些果子的關鍵，請禱告。
2. 神已帶領行政會達成共識，將講英語的事工發展成為我們的事工方向之一，他們
要繼續為這一願景，制定計畫，達至門徒的增長，請為他們祈禱。
3. 為許多會友過去接受傳福音培訓，祈禱我們將應用我們學到的，先要撒種才得
豐盛收割，把福音傳開。
4. 為我們當中的慕道者禱告，讓他們向福音敞開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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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Maria (柬埔寨宣教事工)
 從4月1日開始，我的主任 Debbie 休假三個月。願上帝的靈和他的仁慈引導我
度過這段時間的工作。我要求他的智慧，雖然我們的語言有限，但我認識了學
校裡每一位有愛心的老師和工作人員。我不懂柬埔寨文字，我在學習理解他們
的英語。
 我每天都在上課學柬埔寨話。祈禱我能很快學會說柬埔寨話。柬埔寨人認為講得
正確的是發音而不是語法。
 感謝主讓我找到了適合的公寓，供我住一年。另外有兩名同工也住在這棟樓裡。
 祈禱下雨和涼爽的天氣。求主保護我健康。未來三個月，城市許多地區都限期
提供電力和供水。
 感謝主，學校的發電機在停機兩天後修理好，開始回復止常。
內地同工 B&H 夫婦
前幾天我們得到消息孩子們的學校明年就可能不能繼續下去了。我們還在消化這件事
情。我們是很傷心，但是內心的平安還是比這些傷心更大。我們的選擇不多，這也許
是件好事，但是請禱告天父讓我們知道什麼樣的安排是給孩子們是最好的。
Willy Liu 廖威利牧師
在今年一月我在美國見一位泌尿科醫生，經過數次測驗之後，醫生告訴我知我有前列
腺癌症，我將會在四月十五日下午一時在美國屋崙 Summit 醫院動手術切除前列腺癌，
敬請為我這次的手術代禱，也請為我師母能有足夠的健康來幫助我及照顧我在休養過
度時期，當我知道這消息時，我心內很平安，因我深信神必定帶領我這次的手術，
每當我生命遇到有問題時，我就從中利用這個機會去仰望神的帶領，並心內常常
唱出一首很著名的聖詩"我心靈，得安靈"。願神祝福各人主內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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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神心意的教會系列五「合一的關鍵 - 彼此接納」

兒童崇拜
9:30—10:45 am (Room E6)

經文: 羅馬書14:1—15:7; 哥林多前書第八章
引言 - 點只吃咁簡單

主日學
11:15-12:30 pm

在__________ 上顯出不接納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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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在某些事上是______, 在另一些事上卻是______
1. 錯誤的接納 - ________________
2. 接納的真義

真正接納= ___________________
真正接納= _________________
真正接納= 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部事工

含義 - 真正接納, 不等於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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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何能做到接納 - _______、效法 _________
4. 接納的結果 - ____________________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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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4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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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