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 Taylor Sandlin 是聖安吉洛南部浸
信 會 (Southland Baptist Church in San
Angelo) 的主任牧師。他在特克薩卡納
(Texarkana) 出生及成長。之後他搬到德
克薩斯大學城 的農工大學 (Texas A & M)
就讀。在農工大學時，遇到了他的妻子
Alyson。1999 年，在布萊恩的希爾克雷
斯特浸信會 (Hillcrest Baptist Church in
Bryan) 擔任學生事工傳道 (Student Minister)。於 2000 年畢
業於農工大學取得語言溝通學位(Speech Communication)。
畢業後兩週，他和 Alyson 姊妹結婚。之後，繼續擔任
布萊恩希爾克雷斯特的學生傳道直到 2001 年他們搬到韋科
(Waco) ， 以 便 他 可 以 進 入 貝 勒 大 學 (Baylor University)
的 Truett 神學院。2004 年，他從 Truett 獲得了他的神學碩
士學位。 在完成他的碩士學位之後，他成為得克薩斯州馬
林第一浸信會(First Baptist Church of Marlin) 的主任牧師。
2001 年，他被特克薩卡納第一浸信會授權成為傳道人
。他在 2004 年被該教會按立。2006 年成為南方(Southland)
的主任牧師 ，2013 年他在 Truett 獲得了崇拜和講道學博士
學位。
曾在德克薩斯浸信會聯會(BGCT)的幾個委員會事奉 。
他最近完成在德克薩斯浸信會婦女委員會(the Board of the
Texas Baptist Women in Ministry) 的 兩 年 任 務 。 還 曾 擔
任 Baptist Standard 期刊和 BGCT 通訊的董事會，自 2013 年
起擔任該理事會主席。此外，他曾在 BGCT 的基督教生活委
員會和未來焦點委員會(Christian Life Commission and Future
Focus Committee) 事奉。

二零一七年三月廿六日(主日)

2017 事工主題：齊心作美事

與母會聯合崇拜
上午九時四十五分
翻譯：梁林紫珊姊妹、林博樑弟兄  招待：胡貴榮夫婦

序樂

“Lead On, O King Eternal”

讀經

詩篇 96:8-13

詩歌

“Declare His Glory”

詩歌

“All Creatues of Our God and King”

歡迎

管弦樂
Randy Hames
教會詩班, 管弦樂
會眾

Chris Curran 牧師

詩歌

“Jesus Loves Me” (耶穌愛我)

會眾

信息

Back to the Basics (回到基礎) Dr. Taylor Sandlin
約翰一書 4:7-12

詩歌

“O the Deep, Deep Love of Jesus”

會眾

特別會員大會
詩歌

“10,000 Reasons (Bless the Lord)”
“Open Up the Heavens”

會眾

奉獻禱告
詩歌

“All Creatures of Our God and King”

詩歌

“Doxology”

管弦樂
會眾

他寫了許多著作和主日學課程。 此外，他最近出版了
一本取名「約拿」的書 。
03/26/2017 (13)
))

家事分享
1. 歡迎各位朋友蒞臨參加今日之聚會，願神賜福您。
2. 崇拜後，請於中午 11:00 前往 Sugar Land Memorial
Park(15300 University Blvd, Sugar Land, TX 77479 參加教
會野餐。讓我們一同分享主內的喜樂，一同感恩。
3. 三月廿九日(禮拜三) 早上十時半「迦南團契」查經聚會
在 208 室舉行。
4. 三月廿九日(禮拜三)晚上八時「祈禱會」假郭主任府上
舉行。
5. 下主日，四月二日，下午一時「迦密團契」假 210 室
舉行。請攜帶個人得救見證。
6. 上主日出席人數：71 人
主日學合班：34 人
普通話浸禮班：4 人
英語主日學：0 人
兒童事工：5 人
休閑小聚(3/18)：13 人
福音粵曲小組(3/19) ：9 人 迦南團契(3/22)：31 人
7. 下主日崇拜 (4/2) 事奉同工：
司會：郭美德主任傳道
講員：梁德舜牧師
領詩：張清珍姊妹
司琴：林徐曼施姊妹
讀經：蔡雷銀素姊妹
翻譯：梁志光弟兄
司事：蔡根南夫婦
招待：李婉娟姊妹、盛謝紅斌姊妹

有機農場及秦始皇兵馬俑一日遊
2017 年 4 月 8 日（禮拜六）早上 8:00--4:30
費用: 每位$20(包括門票+旅遊車接送+小費)不包午餐
1. 早上 8 時由僑教中心出發
2. Montgomery 郡的有機農場。(新鮮雞蛋可預定)
3. 蔬菜批發市場 Farmers Market (Airline Dr)
午餐：自理，可以帶三文治或在餐廳購買
4. 下午 2 點到秦始皇兵馬俑一個新開設的遊覽區。
今天截止日期
請邀請新朋友來參加
備註: 凡已報名，但在出發前十天前不能參加者，須交$10
請帶外套、不可穿涼鞋、穿適舒適的衣服。

禱告日誌
若有代禱事項，請與郭主任聯絡(832-382-3316)。

主

日 詩篇 48:1 耶和華本為大！ 在我們神的城中， 在他
的聖山上，該受大讚美。
神的榮光充滿大地，祂的創造極為美好，讓我們全
心感謝讚美。

禮拜一 約翰福音 13:8 彼得說：「你永不可洗我的腳！」耶
穌說：「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分了。」
在信仰中我們可能有很多極重要的原則，但如果原
則不是建基在與神的關係內，守那些原則又是為了
誰? 為了什麼呢?
禮拜二 箴言 27:21 鼎為煉銀，爐為煉金，人的稱讚也試煉人。
不要渴求世人的稱讚，因為它不能代表什麼。我們
要竭力追求神的稱讚，因為它最真實又恆久。
禮拜三 詩篇 119:114 你是我藏身之處，又是我的盾牌；
我甚仰望你的話語。
禮拜四 馬太福音 9:12
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
肉身有病，我們願意被醫治；靈性有病，我們卻喜
歡隱藏。求神憐憫及幫助我們。
禮拜五 申命記 4:16 惟恐你們敗壞自己，雕刻偶像，彷彿甚
麼男像女像。
人沒有見過創造主，卻做出不同的偶像來替代祂、
安慰自己，我們有沒有用其他東西替代神呢?
禮拜六 創世記 4:6-7 耶和華對該隱說：「你為甚麼發怒呢？
你為甚麼變了臉色呢？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
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門前。它必戀慕你，你卻
要制伏它。」
『行得好』的結果是會自然顯露出來的，上帝不會
看漏，也不會忘記的。我們只管專心盡心去做吧。

第十二期「自我增值免費課程」
上課日期/時間: 2017 年 4 月 23, 30 ; 5 月 7,21,28 日
(5/14 母親節停課一次)
上課時間: 逢禮拜日下午 1:00-3:00
課程包括:
1. 親子手工藝(三至八歲父母與子女)
 導師:關談順冰姊妹
o 紙藝製作--巧手打造裝飾成興趣
o 書簽禮物--精緻動腦作畫勤讀書
o 美勞創作--廢物利用工藝學環保
o 中華文化--玩偶製作練習中國語
o 愛心禮品--手工藝術設計給母親
2. 廣東話入藉班
 導師:胡貴榮弟兄
歡迎
3. 日用英語會話班
參加
 導師:梁林紫珊姊妹
4. 微信 wechat
 導師:郭美德主任傳道
o 基本要求: 一個能操作的「智能手機」
5. WhatsApp (粵語及英語講解)
 導師:郭志強弟兄
o 基本要求:
 一個能操作的 「智能手機」
 一個還能操作的電子郵件帳戶
 一張信用卡
6. 普通話班 (5 月 7 日開課)
 導師:禤彼得牧師
* 請先留言(姓名、電話) 報名，致電: 832-304-3316 或
查閱網址: www.gracechinesebaptist.org ,
一星期內將與報名者聯絡，提供詳細資料，學費全免，材料
費按需要而繳交。*上課地址：Sugar Land Baptist Church
16755 Southwest Fwy., Sugar Land, TX 7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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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份團契或特別聚會時間表
聚會
路加團契
伉儷團契

日期
四月二日 (主日)
下午 1:00-2:30 慶祝復活節
四月二日 (主日)
下午 1:00-2:30

地點
210 室
223 室

迦密團契

四月二日、廿三日 (主日)
下午 1:00-2:30

210 室

迦南團契

四月五、十二、十九、廿六日
(禮拜三) 早上 10:30

208 室

列治文
普通話團契
(一家一菜)

四月八日 (禮拜六)
晚上 5:30

蔡兆輝夫婦
府上

崇拜研討會

四月九日(主日)
下午 1:00-3:00

208 室

四月十二日 (禮拜三)
晚上 8:00
四月廿六日 (禮拜三)
晚上 8:00
四月十四日(禮拜五)
晚上 8:00 馬太福音查經
四月廿一日(禮拜五)
晚上 8:00 使徒行傳查經
四月十五日 (禮拜六)
晚上 6:00

蔡兆輝夫婦
府上
郭美德主任
傳道府上

母會晨曦
崇拜

四月十六日(主日)早上 7:00

教會停車場

母會聯合
崇拜

四月十六日(主日)早上 9:45

教會大禮堂

福音粵曲
團契

四月十六日 (主日)
晚上 4:30

梁德舜牧師
夫婦府上

家庭查經
(一家一菜)
自我增值
課程

四月二十日 (禮拜四)
晚上 7:00 哥林多後書查經
四月廿三、三十日(主日)
五月七、廿一、廿八日(主日)

梁德舜牧師
夫婦府上

祈禱會

週五查經
休閑小聚
(一家一菜)

郭美德主任
傳道府上
何競聰夫婦
府上

母會二樓

四月份主日事奉同工輪值表
4/2

4/9(主餐)

4/16

司會 郭美德主任傳道 梁德舜牧師
講員 梁德舜牧師 郭美德主任傳道
與
領詩 張清珍姊妹 張清珍姊妹
母會聯合
司琴 林徐曼施姊妹 林徐曼施姊妹
崇拜
讀經 蔡雷銀素姊妹 廖桂文弟兄
司事 蔡根南夫婦 關宗恬夫婦
胡貴榮夫婦
李婉娟姊妹
招待
梁紹祥夫婦
盛謝紅斌姊妹
梁志光夫婦
翻譯

梁志光弟兄

蔡兆輝弟兄

聯誼
午餐

榮記餐廳

自由組合
不設安排

梁林紫珊姊妹

林博樑弟兄
中美酒樓

4/23
梁預迎執事
郭美德主任傳道

梁曹潔清師母
方黎秀珊姊妹

張佩嬋姊妹
蒙啟賜夫婦
湯盧嬋貞姊妹
唐國珍姊妹

梁志光弟兄
自由組合
不設安排

崇拜研討會
四月九日(主日)
下午 1:00-3:00
208 室
讓我們一起更深入探討、學習、認識、什麼是崇拜
崇拜的原則
浸信會崇拜的特色
信徒在崇拜中的角色
凡有*參予崇拜事奉的弟兄姊妹必須出席

參予崇拜事奉的弟兄姊妹:
*司會(主席)、領詩、司琴、讀聖
、司事、招待、翻譯、音響，等
如有要事未能出席，請通知崇拜
部部長 Helena Le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