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ship Praise 敬拜讚美
全地轉化 Glocal Impact
Holy Spirit Renewal 聖靈更新
全人眷顧 Holistic Ministries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就是愛。/林前 13:13
2018 年 4 月 15 日
西雅圖信望愛靈糧堂基督教會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on the Plateau
65 Front Street S. Issaquah, WA98027
余大器牧師 Pastor Andy Yu
電話 tel:425.898.7650 傳真 fax:425.898.7650 靈修專線:206.447.6188
電郵 e-mail:BOLCCOP@gmail.com
網站 web-site:www.bolccop.org
今年異象:新的季節,新的恩膏 奉獻支票頭請寫:BOLCCOP
本周經句 耶和華啊,我用聲音呼籲的時候,求你垂聽;並求你憐恤我,應允我./詩 27:7
小組名稱 cell name
組長 leader 電話 telefon 聚會時間 day/time
Issaquah 以神誇小組
琳玲師母暫代 425.246.0264 週一晚 7:00-9:00
Sammamish 神滿滿許小組
週五晚 7:30-9:30
Klahanie 甘霖小組
週五晚 7:30-9:30
Highlands 高台小組
週五晚 7:30-9:30
Bellevue 倍力小組
方雲
週五晚 7:00-9:00
Redmond 瑞門小組
Kirkland 可蘭小組
North Gate 北門小組
Renton 雷盾小組
Caleb 迦勒小組
Lina 戚
週二早 9:45-11:15
Esther 姊妹小組
胡穎
週五早 10:30-12:30
Joshua 弟兄小組
Sunny
Grace 恩典小組
周五晚 7:30-9:30
English 英語小組
第一主日下午 2:00
His Presence 神同在小組
周三晚 7:30-9:30
Youth 青少年小組
Healings Prayer 醫治禱告小組 余牧師暫代
週四晚 7;週六早 9:30
Worship Team 敬拜團
余牧師暫代
週三晚 7:30-9:30
Choir 詩班
余牧師暫代
主日午 1:00-2:00
Community Service 社區活動
周六午 12:00-晚 9:00
Messianic Fellowship 彌賽亞團契 余牧師
206.816.5552 猶太節期晚 7:30-9:00
本週事工
主日 4/15 週一 4/16 週二 4/17 週三 4/18 週四 4/19 週五 4/20 週六 4/21
禱告會
主日學 牧師休息 迦勒小組 牧師在堂 牧師在堂 牧師在堂 醫治禱告
主日崇拜
|
茶水點心
復活洗禮
練唱練習 牧師休息 牧師探訪 牧師探訪 牧師探訪 牧師探訪 社區活動
裝備訓練
|
福音外展
倍力小組
以神誇小組 琴爐卷
|
醫治禱告 恩典小組

崇拜程序 10:30 宣召 Call to Service ‧‧‧‧‧‧詩 27:4-16‧‧‧‧‧‧胡穎/吹角
10:33 敬拜讚美 Worship & Praise ‧‧‧‧‧‧‧‧‧‧‧‧‧‧‧余牧師/姊妹
10:55 醫治釋放 Healings & Deliverance‧‧‧‧‧‧‧‧‧‧‧‧‧‧禱告團隊
11:05 奉獻及禱告 Offering & Prayer ‧‧‧‧‧‧‧‧‧‧余牧師/姊妹小組/胡穎
11:10 證道 Sermon‧‧‧‧‧‧‧‧‧‧‧‧‧‧‧‧‧‧‧‧‧‧‧余牧師
11:50 回應呼召 Feedback & Altar Call‧‧‧‧‧‧‧‧‧‧‧‧‧‧‧‧余牧師
11:55 報告事項及歡迎新人 Announcement & Welcome‧‧‧‧‧‧‧‧‧‧胡穎
12:00 祝福及殿樂 Benediction & Postlude ‧‧‧‧‧‧‧‧‧‧‧‧余牧師/吹角
報告事項 1 本周四晚七時,醫治禱告室在教會辦特會.24/29 主日,漁夫輔導中心陳
子明來教會分享福音戒毒.3 要開始家庭祭壇、職場祭壇,須要牧師/師母幫助的
請舉手.4 本周各小組查馬可福音第二課;請務必準時.5 請踴躍參加禱告會、小組
查經、服事及活動.6 請小組長擔負起小組的活動、關懷、探訪及交通.7 請參加
小組-倍力,以神誇,神同在,姊妹,恩典,等;好參與服事.8 下主日由以神誇小組服事.
服事表

第三周 4/15
第四周 4/22
第五周 4/29
第一周 5/6
第二周 5/13
醫治釋放
禱告宣告
聖靈更新
掰餅異象
見證分享
Sunny
胡穎
張芊
Lina 戚
方雲
大器/姊妹小組 余牧師/以神誇 小元/恩典小組 琳玲/理事會 Pam/Chris 劉
姊妹小組
以神誇小組 恩典小組
理事會
倍力小組
余牧師
朱為琨
陳子明
余牧師
琳玲師母
姊妹小組
以神誇小組 恩典小組
理事會
倍力小組
姊妹小組
以神誇小組 恩典小組
理事會
倍力小組
夢夢/李建清 董鑫/李建清 劉建林/李建清 Leon 趙/李建清 John 趙/董鑫

主席報告
敬拜讚美
招待奉獻
主日講台
茶水點心
清潔打掃
PPTX/音響
青年事工
青少年事工 琳玲師母
孩童事工 陳思穎

Helen 盛
陳思穎

張芊
陳思穎

Sunny
陳思穎

Pam/Chris
陳思穎

禱告事項 1 求神堅定迦勒,以神誇,倍力,恩典,神同在,姊妹,高台小組.2 為將來的
神滿滿許,甘霖,家庭小組禱告.3 為各家各人的身體,學業,工作的需要禱告.4 為福
音出擊禱告.5 為教會異象,社區活動,醫治釋放/青少年/兒童事工,奉獻,需求禱告.
講台信息 活出你的人生標竿
上網聽 www.bolccop.org
前文:人生如牌局;再壞的牌,你都得打的最好.
論文:人生的終極目標要如大衛所說:有一件事,我曾尋求,我仍要尋求;就是…
1 所要知道的一件事-得到救恩/約 9:25
2 不可缺少的一件事-聆聽主道/路 10:42

3 所要得著的一件事-得著獎賞/腓 3:13-14

4 所要尋求的一件事-與神同在/詩 27:4

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