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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ly 12, 2015



禱 告 會

Prayer Meeting

9:30 am

主日崇拜

Worship Service

10:30 am

宣講主題

福音使命系列2：傳講我的最愛

引用章節

馬可福音16:1-20

主 日 學

Sunday School

11:45 am

愛

Fellowship Lunch

12:30 pm

宴

S ervers 服事表

This Week 本主日 7/12

Next Week 下主日 7/19

講員 Speaker

劉奕晃

Liu, Terence

領會Worship Leader

黃厚政

Ooi, Eugene

劉奕晃
姜美如

Liu, Terence
Ooi, M ei-Ju

歡迎/招待
Welcome/Usher

林建威
王沛璐
任師渺

Lin, Chien-Wei
Wang, Peilu
Ren, Shimiao

邱 楨
吳萬權
張校毓

Qiu, Iris
Wu, David
Zhang, Simon

禱告勇士
Prayer Warriors

洪飛宇
陸 昊
劉昭青
邱 楨

Hong, Francis
Lu, Hao
Liu, Chau-Ching
Qiu, Iris

葉 青
張 雲
廖陳林
陳俊欣

Ye, Qing
Zhang, Yun
Liao, Chenlin
Chen, Jason

備餐Lunch

喜洋羊

Joy

庇哩亞
甜蜜蜜

王美澄
楊曉冬

Wang, M eicheng 孫怡群
Yang, Xiaodong 李 珂

丁
于

Ding, Lydia*
Yu, Bing

嬰兒照看
Nursery



新朋友請於崇拜後，到位於講台後方的平安教室（202 室），我們將熱忱
地歡迎您，也使您認識我們教會的大家庭，會後一起享用午餐。
新生接待“開到水深之處”，與新生深度接觸已經開始。弟兄姊妹無論是
否有車、是否是學生小組核心同工，都可以參與，並可自願登記可以提供
幫助的時間。目前有 44 位新生暫無人認領，請有意者在此填寫新生幫助
登記表： http://nswm.pccoakland.org/service-provider-form/
PCCO 及母堂聯合舉辦的青少年退修營會定 7/31~8/2 舉行，8 年級及以上者
皆可報名參加，費用為每人 85 美元。想報名者請跟 Michael 牧師或 Jeanne
師母索要報名表填寫。
歡迎父母親將您的孩童送至育嬰室和各級兒童主日學班級，有老師照顧；
若孩童須與您一起，請至崇拜大堂後方的和撒那教室（201 室，親子教
室）。
歡迎慕道朋友於崇拜後，到三樓“馬可樓”教室參加福音班主日學，更深
入認識福音，課後一起享用午餐。本次主題為“耶穌復活之後-2”。

菲
冰

錢 瑩
王靜君

Berean
Sweeties
Sun, Yiqun
Li, Ke
Qian, Charlene
Wong, Jessica*

上週出席 Last Week's Attendance
成人 Adults
孩童 Children
主 日 崇 拜 Chinese congregation
176
55
禱 告 會 Prayer M eeting
35
十一奉獻是每個基督徒的權利和責任。教會領導人鼓勵弟兄姐妹將十一奉獻全歸入教會的
一般基金. 該基金提供教會各項事工的需要。若神感動你對其他基督教組織, 教會所支持的宣
道士, 或教會其他特別需要作奉獻,請在你的十一奉獻之外來奉獻,並請務必在支票上註明。感
謝你在神國度的同工。
An offering of tithe is the privilege and responsibility of every Christian. The church leadership
encourages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offer the FULL AM OUNT of their tithe toward the church "General
Fund", which supplies the needs of the various church ministries. If God leads you to give to other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PCC missionaries, or specific needs in our church, we encourage you to give
above the tithe and specify it on your check. Thank you for your partnership in God's Kingdom.

祂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

——馬可福音 1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