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及其他消息 

1. 今天教會的午餐將暫停，因為供應的餐廳有維修，不能送餐給我們。下周恢復供應。 

2. 夏令時間將於下星期日3月8日開始，請大家記得在星期六晚上把時鐘調快一小時。 

3. 下星期主日學時間，在E3房間將有Maria, Ocean and Terri, Wendy 宣教分享。主日學暫 

  停一周。 

4. 第一季教會"家庭聚會"將于3月15日(星期日)上午11:00舉行。請預留時間出席。 

5. 基督豐榮團契在二、三月主辦靈命塑造和靜默營活動，詳情請留意佈告板海報。 

6. 聖言資源中心主辦讀經講座，欲了解詳情請看佈告欄海報。 

3/04星期三禱告項目 – 敬拜事工禱告 

1. 請為我們教會中的每個人有一個敬拜的心祈禱，使我們與神相遇並深切地體驗神， 

  以至我們更認識神，也同時更認識自己。 

2. 願神增加我們對祂的渴慕，並在我們面對的挑戰上增加我們的辨別力和智慧，明白 

  祂的心意，領受祂給我們祝福。 

教會祈禱事項 

1. 為十週年感恩活動感恩，讚美上帝過去所做的一切，就像哥林多前書3:6 “我栽種， 

  亞波羅灌溉，但使之生長的是上帝”。感謝這次活動籌備小組的辛勞。 

2. 繼續為冠狀病毒得到很快控制祈禱。祈禱許多人在這段時刻會轉向上帝。 

3. 為尋找牧師來領導我們的英語及粵語會眾祈禱。尋牧團隊已經會面及正在揀選有潛 

  質的候選人。英語部牧師候選人Ben Cha今天將接受面試。祈禱尋牧團隊有清晰的意 

  向及目標一致，教會和候選人都能正確辨別神的帶領。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Jonah 近況：  
1月26日，我們一家人來到另外一座城市LS，給岳父、岳母拜年。恰巧，這一天的下 

午各地開始實施封城。我們就被「困」在了岳父岳母家。而且因為我們是從「重疫情

區」過來的（我們所在的城市屬於「重疫情區」），所以更加嚴格的被管制，要求居

家隔離十四天。期間家門被帖了封條，不允許任何人進出。所需的物資，有管理人員

代購。一直到2月20日，進一步放寬，我一個人先才回到服侍的城市H。H城市的管制 

要寬鬆很多，只要體溫正常，就能自由出入。雖然我們也被隔離，但是心中還是挺平

安和喜樂的。沒有電腦，網路也不好，事情也處理不了。事工上也都暫時的放下，沒

有太多的事情牽掛。這是我經歷過的，最「安逸」的過年。我想，這也是來之不易的

安息的機會。當自己樂於接受被迫的改變，並且相信神仍然在掌權時，喜樂就會多過

焦急和埋怨，於是不安就變成了喜樂。代禱：  

1.雖然我們所在的城市疫情算嚴重的地方，但我們認識的人中，沒有感染的。  

2.繼續為中國的疫情禱告，無論是管理的政府、醫生、生病的人、家屬、一般的人都 

  需要大家的禱告。現在很多公司開始上班，人員大範圍的流動。這讓疫情出現反彈 

  的傾向。  

3.等疫情穩定後，我們要安排時間去HK，給女兒辦證。  

4.為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中牧養、侍奉帶來的挑戰禱告。  

5.為大女兒Jenny的成長禱告。她現在身高偏矮，醫生說要打抑制發育的藥，不然她 

  的身高會太矮。但現在受疫情影響，要等疫情都過去才能進一步處理。  

三月份主題經文 
「他們唱著新歌，說：“你配取書卷，配拆開封印，因為你曾被殺，曾用

你的血，從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國，把人買了來歸給 神，使他

們成為我們 神的國度和祭司，他們要在地上執掌權。”」啟示錄 5:9-10 

這首天上的讚美詩告訴我們，耶穌把我們帶進神的國成為祭司，並與
祂在地上一同管治，執掌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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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day Worship 03/01/2020 9:30am 
       證道 Speaker: Pastor David Ng 

                             主席 Presider: Maurice Shiu 
 

………主日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              Maggy姊妹 

宣    召     Invocation     

頌    讚            1. Because He lives  2. He leadeth me 

            3. For I'm building a people of power 

主    餐     Communion      Pastor David Ng   

                Packey師母、Angie Chang姊妹、古榮軒弟兄、Bill Chu 弟兄 

            鄺兆霖弟兄、莊凱蓉姊妹、許志明弟兄、石文華姊妹 

奉    獻     Offering 

  (English congregation and children are dismissed  
                                    to go to their respective worship services) 

牧    禱         吳兆良牧師 

信  息         天國降臨系列五      吳兆良牧師  

     「我的永遠家鄉是怎樣的?」  

歡迎報告                                 邵文澧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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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八日事奉人員 

證道: 吳兆良牧師     主席:許志明弟兄  領詩: 敬拜組 

招待: 翁玉新弟兄、史天慧姊妹  

司廚: 陸劉彩鳳姊妹  司門: 陸經緯弟兄  早點: iFamily 



     吳兆良牧師 

  

講題: 天國降臨系列五「我的永遠家鄉是怎樣的?」 

引言 

 對天家的一些誤解 

釋義 

 天家是一個_____________的地方 

應用 

 1. 要知道______________ 

 2. 嚮往一個更美的______ 

 3. 追求________________ 

 4. 你也可以____________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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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1-09 利 07:28--09:06 可 03:31-04:25   10:05 

禮拜一 29:01-11 利 09:07--10:20 可 04:26-05:20 10:06-07 

禮拜二 30:01-05 利 11:01--12:08 可 05:21-----43 10:08-09 

禮拜三 30:06-12 利 13:01------59 可 06:01-----29   10:10 

禮拜四 31:01-08 利 14:01------57 可 06:30-----56 10:11-12 

禮拜五 31:09-18 利 15:01--16:28 可 07:01-----23 10:13-14 

禮拜六 31:19-24 利 16:29--18:30 可 07:24-08:10 10:15-16 

每週讀經 

2020 Mar. W1 

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英文 兒童 合共 

2 月 23 日 54 9 3 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