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及其他消息 

1. 請繼續通過你經常收看的新聞來源，注視疫情帶來的變化。請遵守政府和衛生當局 

  的指示。同時，促請你定期查閱教會的網頁，瞭解教會最新的公告。 

2. 教會正在從我們的宣教預算緊急救濟金，通過  Glory Foundation 幫助疫情所需者。 

  如果您想捐款，請在支票的備忘欄注明 Glory Foundation-COVID -19.  

3. 呼籲大家為教會慈惠基金作捐款。該基金將用於幫助那些因冠狀病毒大流行工作收 

  入受到影響的人。 

4/01星期三禱告項目 –  為英文組培訓和裝備信徒祈禱 

1. 英文組會眾目前未能會面，祈禱他們保持彼此的聯繫，並不會因缺乏關心而跌倒。 

2. 祈禱他們利用週五晚上的時間，為個人傳福音來裝備自己，他們將有一顆熱誠的心 

  為迷失方向未得救的人傳福音。 

3. 為尋找一位牧師祈禱，他能牧養他們的需要，以及帶領他們履行上帝的使命。 

教會祈禱事項 

1. 雖然會友必須留在家裡在網上參加主日崇拜和其他活動，祈禱他們仍然可以得著有 

  意義的經歷。 

2. 讚美 神，Ken 和 Stella 終於回家了。他們離開遊輪已經三個星期了。神曾經保守他們 

  遠離嚴重的病情。 

3. 除了每週主日崇拜之外，祈禱我們各人及小組繼續會有意義的聯繫。 

4. 祈禱各人沒有受到很大的經濟影響。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柬埔寨金邊豐榮事工」近況 

3月13日金邊出現第一宗確診病例，3月14日星期六，政府宣佈所有學校停課。豐榮女子

學校立即作出應變措施，與家長聯繫、為孩子預備學習安排等；女兒之家與婦女之家

星期一也立刻開了特別會議，決定提早一個禮拜送孩子回家過柬埔寨新年，即23號那

個禮拜，而16號這禮拜就做預備工作。怎料，在18號晚上11點突然收到金邊可能在23號

那星期封城的消息。於是，宣教士們立即買機票，因爲家人主要在香港，如果封城，

家人一定非常掛心。並且我們在第二天就把兩個月的工資發放給當地同工，預備好孩

子婦女們回鄉的糧食，聯繫了所有家庭，安排好回鄉的時間，為孩子與同工預備好回

鄉路途的「抗疫平安包」。21號，所有服侍對象都離開了金邊。 

請大家繼續為我們祈禱：  

1. 為服侍對象（包括學生）在鄉的平安禱告。 

2. 為本地同工在鄉的平安禱告。  

3. 為三位在港接受家居隔離的宣教士禱告。  

4. 為接受右手神經手術的uncle Samson禱告。  

5. 為柬埔寨的疫情禱告。醫療落後，人們有種「中了就要等死」的心態。  

6. 為三位宣教士於柬埔寨新年假期後，不會因爲疫情而影響回柬計劃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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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時半 

主席:吳兆良牧師    

證道:賴若瀚牧師 

 

………主日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         何天瀛弟兄  

宣    召        

頌    讚  

奉    獻         

 

牧    禱         吳兆良牧師 

經    文   馬太福音 10:28-31 

信  息     「麻雀雖小，主恩浩大」     賴若瀚牧師 

 

報  告                                 吳兆良牧師 

祝    福                               吳兆良牧師 

默    禱               

……主日學線上(ZOOM)…… 

 Sam Wong  
  11:15 a.m. to 12:30 p.m 

四月五日事奉人員 

 

證道: 吳兆良牧師     領詩: 敬拜組  
 



 

 

證道:  賴若瀚牧師 

信息:「麻雀雖小，主恩浩大」 

經文: 馬太福音 10:28-31 

28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唯有能把身體和靈魂

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  

29 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

能掉在地上。  

30 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  

31 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現代標點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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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1-03 民 28:16----29:40 路 03:23-----38 11:18-19 

禮拜一 41:04-09 民 30:01----31:54 路 04:01-----30 11:20-21 

禮拜二 41:10-13 民 32:01----33:39 路 04:31--05:11    11:22 

禮拜三 42:01-05 民 33:40-----35:34 路 05:12------28    11:23 

禮拜四 42:06-11 民 36:01-申 01:46 路 05:29--06:11 11:24-26 

禮拜五 43:01-05 申 02:01----03:29 路 06:12------38    11:27 

禮拜六 44:01-03 申 04:01--------49 路 06:39--07:10    11:28 

每週讀經 

2020 Mar. W5 

線上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英文 兒童 合共 

3 月 22 日 55 8 NA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