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半

教會及其他消息

祈禱會

證道: 王其昌牧師
主席: 邵文澧弟兄

1. 本週三祈禱會將為兒童部事工禱告。
2. 今天的崇拜目錄內附有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s “Annie Armstrong” 的摺頁冊和復
活節獻金信封。該獻金用於資助SBC北美宣教工作。
3. 主日學:
 「如何從神的角度去學習應付職場上的壓力，而進一步改善工作效率及人際關
係。」這系列是由邵文澧弟兄及其他在職場上有經驗的弟兄姊妹一起帶領。
 「撒母耳記下」這班是在咖啡室裡進行的，由Bill Chu和其他老師共同帶領。
「撒母耳記下」完了之後，隨著是「路加福音」。歡迎有興趣學習聖經的尋求
者和信徒參與。
4. 教會會友大會將在下周日上午11時在Fellowship Hall舉行。議程包括修改憲章委員會的憲章
修改進度報告，牧者事工的方向和吳牧師任期延續的投票。上周日已發出了投票單張。在
崇拜會堂入口處亦可取到。

逢週三晚上七時三十分 Room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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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後請參加主日學 ……
(11:15am – 12:30 pm), Room E3, 務請準時

三月份主題經文
「彼得就這樣被拘留在監裡；但教會卻為他迫切地祈求 神。忽
然，有主的一位使者出現，牢房裡就光芒四射。天使拍拍彼得
的肋旁，喚醒他，說：“快起來！”他手上的鎖鍊就脫落了。」
使徒行傳12:5,7
當教會聚在一起祈禱時，她的力量可以移動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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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三十一日事奉人員
證道:吳兆良牧師
主席:邵文澧弟兄 領詩:莊凱蓉姊妹
招待:陸劉彩鳳姊妹、陸經緯弟兄
司廚:陸劉彩鳳姊妹 司門:陸經緯弟兄 早點: iFamily

美國晨曦之家
 繼續為晨曦戒毒執照的搬遷到新地點的申請能夠批准順利來禱告。
 請為劉民和牧師在3月底到4月中美加的行程和聚會安排代禱。
 為目前在中心的學員阿越能夠繼續穩定學習和成長來代禱。
 禱告最近許多有需要得著戒癮幫助的人能夠順利的進入晨曦中心，為一位新的
學員3月21日能夠入村來代禱。
 為同工目前在戒毒執照的進修課程學習代禱，以及目前黃彼得傳道也在教牧博
士的論文寫作過程，求主賜下智慧和體力。
絲綢之路事工 Yuk & Elice
 我們將要探訪的弟兄姊妹都生活在惡劣的環境，求上帝保守大家的健康，心靈
和情緒。禱告當我們與這些兄弟姐妹交談時，我們會敏銳聖靈的指引。讓我們
很清晰明白他們的需要，透過基督耶穌的愛帶給他們鼓勵和安慰。
 我們被邀請在W市和X提供一些專題分享和祈禱時間，求主帶領我們的準備。
 求主讓這裡事奉祂的僕人看到神的榮耀和盼望。將和平帶來這些土地。
JnX音樂敬拜事工
現在旅程為期四星期，主力是作敬拜培訓。請為我們以下的需要禱告:
 這次的行程緊密，同時也需要因應當地工場的轉變，作出不同決定與調整。求神
親自引領，讓我們有空間細聽神的心意。也求神堅壯每位成員的身、心、靈。
 感謝主讓我們在其中一站，有機會服侍到當地有影響力的教會。求神讓到來參與
培訓的人不單自己有領受，更能把從神而來的得著與自己的群體分享與傳承。求
神讓我們能謙卑的教導，也體貼人心的需要。
 其中兩星期，我們會有來自不同地區的同工一起服侍，並與他們尋求神給我們未
來的方向。求主讓我們有合一和坦誠的心，在旅程中能有更多彼此生命的造就，
並能堅守走在上帝開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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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其昌牧師

Every Sunday

講題:「夜間的守望者」

兒童崇拜
9:30—10:45 am (Room E6)

經文: 猶大書20-24 (和合本)
「20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主日學
11:15-12:30 pm

在聖靈裡禱告，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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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

直到永生。
22

有些人存疑心，你們要憐憫他們；

23

有些人你們要從火中搶出來，搭救他們；有些人你們要

存懼怕的心憐憫他們，連那被情慾沾染的衣服也當厭惡。
24

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叫你們無瑕無疵、歡歡喜喜站在

他榮耀之前的我們的救主─獨一的神，」

英文部事工

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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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真道上造就自己.
2.在愛中保守自己.
3.在向人見証上投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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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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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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日

38:01-12

民 16:41----18:32 可 16:01-----20

11:07

禮拜一

38:13-22

民 19:01----20:29 路 01:01-----25

11:08

禮拜二

39:01-06

民 21:01----22:20 路 01:26-----56

11:09-11

禮拜三

39:07-13

民 22:21----23:30 路 01:57-----80

11:12-13

禮拜四

40:01-05

民 24:01----25:18 路 02:01-----35

11:14

禮拜五

40:06-10

民 26:01--------51 路 02:36-----52

11:15

禮拜六

40:11-17

民 26:52----28:15 路 03: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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