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及其他消息 

1. 教會於2/23/2020舉行的十週年感恩活動已有超過一百人報名參加 (還未計算FBC和韓 

  國教會在內)。讓我們一起感恩讚美神，也求祂帥領樂道基督浸信會去讓祂的國降 

  臨，祂的旨意行在我們當中。 

2. 請大家來加研讀神的話語，為了個人的薰陶及建立基督的身體。現在有兩個學習課程 

  供你選擇: 路加的福音在Fellowship Hall 及羅馬書在E3教室。 

 1/29星期三禱告項目 – 為英語部事工祈禱 

1. 為英語牧師尋牧委員會祈禱，他們在尋牧祈禱時會誠懇地尋求神的心意。祈求上帝 

  顯露合適的候選人，並且讓尋牧委員能識別上帝的旨意。  

2. 為週五晚的節目祈禱，這是以外展為導向。祈禱英語組的成員能夠一起學習最有效 

  的外展方法。祈禱我們將帶領許多慕道者來參加這些計畫。 

3. 為主日學課程的設計和選擇材料祈禱。 

教會祈禱事項 

1. 為十週年感恩活動祈禱，已計畫的項目可以表達我們對上帝的感恩，團結我們的會 

  友，以履行我們的事工。  

2. 為兒童部通過Playhouse的外展計畫努力祈禱。 

3. 為教會合一、正面、積極祈禱。 

4. 為2022事工主題「爾國臨格，爾旨得成」祈禱。 

5. 為教會成員所愛的人與主在一起禱告。祈禱在此期間安慰的聖靈親自臨到他們。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SR ministry (Yuk & Elice) 

1. 在我們的服侍中有從上而來的智慧與洞察能力，學習耶穌的榜樣，帶着上帝的愛， 

  讓我們常常留意聖靈的同在，在與人同行及輔導時，能跟從聖靈的帶領！ 

2. 求神保守在前線的同工和他們的家庭，願他們每天與神同行，從神那裏支取力量， 

  完成神的使命。 

3. 在春節期間，很多同工會回老家。他們會面對很多壓力：如父母親朋很多時會問他 

  們的工資多少，買了房子，汽車嗎? 如果單身何時結婚...等等，求神給他們智慧去 

  面對這些壓力。願同工們與家人渡過一個歡樂的假期，成為一個美好的見證，將平 

  安帶給家人。 

4. D&C的兒手，最近在學校有些出軌行為，求神賜他倆智慧與合一怎樣教養他們的兒 

  子。為 C&G 和 C&C禱告, 求神引領他們未來事奉方向，最近夫妻關係和親子關係 

  都有挑戰和壓力，求神加添力量、智慧與愛心，每天與他們同行。 

5. 為 Alex與Grace帶領的第二期職場營會禱告，求神保護與供應。我們倆都會幫忙帶領 

  小組討論，求神帶領祝福Alex ，Grace和我們的預備工作，使用這個營會去祝福參加 

  的弟兄姊妹，對他們的職場工作與每天與神同行有所幫助。 

6. 求神保守我們的家、我們的健康與我們的事工，使我們可以安全地在這裏服侍。 

陳益鋒牧師目前在籌款一萬來支持各類不同的事工運作需要。若弟兄姊妹有感動支

持。請寫支票給Logos Baptist Church和注明宣教陳益鋒牧師 (Pastor Louis Chan). 

傳恩匙網頁連接 http://www.gfy4u.net/page/gracekey.php 

一月份主題經文 

「“看哪，我必快來！賞賜在我，我要照著各人所行的報應他。” 
  … 證明這些事的那一位說：“是的，我必快來！”阿們！ 
  主耶穌啊，請你來吧！。」啟示錄22:12,  20b 

使徒約翰得著主耶穌快要來的啟示，興奮不已，寫下整本聖經最後一個
禱告:求主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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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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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 Ronald Lee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已婚及幼兒家庭小組) 
每月第一及第三的星期日    
下午一時卅分至三時卅分 

Room A2-3 

聯絡人: Ocean and Terri 

 
iFamily  

(孩子為高中以上的家庭)  
星期六早上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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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第二及第四個 
星期六早上十時 
James & Lisa 家 

聯絡人: Lisa Woo 

     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半 
          證道: 吳兆良牧師 

          主席: 鄺兆霖弟兄 

  ………主日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         秦永基弟兄 

宣    召        

頌    讚      

奉    獻 

(兒童可以離開去兒童崇拜) 

牧    禱                吳兆良牧師 

經    文     馬可福音10:17-30 

信    息          天國降臨系列二     吳兆良牧師 

       「得永生與進天國」        

歡迎報告                                 鄺兆霖弟兄 

祝    福                               吳兆良牧師 

默    禱               

 

…… 會後11:15請參加主日學 ……  

 E3教室和Fellowship Hall 咖啡廳(務請準時) 

二月二日事奉人員 

證道: 吳兆良牧師  主席:邵文澧弟兄  領詩: 莊凱蓉姊妹 

招待: 李偉濤弟兄、傅昭慧姊妹  

司廚: 何錦惠姊妹  司門: 何錦惠姊妹  早點: iFamily 

司餐: 鄺兆霖弟兄、古榮軒弟兄、Angie Chang姊妹、Bill Chu 弟兄 

      Packey Ng 師母、邵文澧弟兄、石文華姊妹、孫人舟弟兄  



吳兆良牧師 

   

 講題: 天國降臨系列二「得永生與進天國」 

 經文: 馬可福音10:17-30 

 引言 

 釋義 

 1. 永生是 

  1.1 是_________, 不單指________生命 

  1.2 是_________認識, 不單是________ 

  1.3 是跟耶穌有__________, 不單是_________ 

 2. 進天國是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任牧師: David Ng 吳兆良牧師       

電話: 408 315-9991  

電郵: David.Ng@Logosbc.org 

兒童五年級以下 
 

Every Sunday 

兒童崇拜 
9:30—10:45 am (Room E6) 

 

 

主日學 

11:15-12: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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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lian Tsang  

 

 
 

英文部事工 

我們的異象是一個不斷成長的成年及少 

年群體，學效大衛一樣去服侍他的世代。 
 

English Group  

(Youth and Young Adult) 

Every Friday 7:30pm  

Room E1 

 

  詩篇 舊約 新約 箴言 

禮拜日 09:13-20 創 31:17-32:12 太 10:26-11:06 03:16-18 

禮拜一 10:01-10 創 32:13-34:31 太 11:07-----30 03:19-20 

禮拜二 10:11-15 創 35:01-36:43 太 12:01-----21 03:21-26 

禮拜三 10:16-18 創 37:01-38:30 太 12:22-----45 03:27-32 

禮拜四 11:01-07 創 39:01-41:16 太 12:46-13:23 03:33-35 

禮拜五 12:01-08 創 41:17-42:17 太 13:24-----46 04:01-06 

禮拜六 13:01-06 創 42:18-43:34 太 13:47-14:12 04:07-10 

每週讀經 

2020 Jan. W4 

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英文 兒童 合共 

1 月 19 日 71 7 4 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