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及其他消息 

1. 三月份常費財務報告—收入: $15,054   支出: $15,184  今年迄今餘款: $11,08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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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羅馬書網上主日學繼續於11:15開始，請登入https:/ zoom.us/j/8238804585. 

4. 若你郵寄奉獻支票，我們的司庫Vivian 將在兩周內向您發送電子郵件確認。如果您

在兩周內沒有收到電子郵件確認，請告知她。 

 

教會祈禱事項  

為在「居家避疫」期間祈禱: 

1. 神會保護我們免受病毒的傷害。感謝神的保守。 

2. 我們充分利用上帝給予我們許多的機會來祈禱、尋求神、愛別人、幫助所需的人，

這樣，不會浪費神對我們的教會和每個人的旨意。 

3. 為那些受因冠狀病毒大流行工作收入受到影響的人祈禱。祈禱大家為教會慈惠基金

的捐款足以支持他們。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jnX 

隨著大流行仍在蔓延，經濟進入低迷，許多人已被或將被解僱、或休假。我們的一些

支持者也不能倖免。我們會懇切為你們和家人祈禱。我們非常明白和體會大家身處的

需要、光景和心情，祈求上帝及時供應你們一切所需。我們今年的財政預算為24 萬美

元。由於現時很多在職人士的工作情況普遍不穩定，我們不知道這將會如何影響我們

的捐獻的支持。但是我們確實知道上帝是信實的，儘管這可能是艱鉅的一年，我們需

要更緊緊地依靠祂，努力面前。讓我們憑著信心，攜手培育用生命敬拜上帝的門徒！

深深感激您一直以來的支持！ 

1.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 

 一些 jnX 成員（和部份家人）是醫護人員，他們在前線辛勞地付出。求上帝保護他

們，賜給他們充足的休息和耐力。祈求他們能向所接觸的病人反映神的愛與安慰。 

 祈求 jnX 在美國，多倫多，香港，澳門和恩地的團隊，特別在這段期間，能緊貼聖

靈的帶領，在日常生活中緊隨基督，並能夠服侍各自當地社區的需要。 

2. 2020 jnX 靈修計劃 

 在整個建立、發展和維持網上敬拜平台的過程中，得蒙上帝的保守、引導和恩膏。 

 求上帝繼續給予我們靈感和從祂而來的創造力；求主使用每一個作品來鼓勵、安慰

和挑戰弟兄姊妹，在逆境中更專注於祂。 

 求主看顧不同地域的團隊，能互相協調，保持合一的心。 

 

 

 

四月份主題經文 

「這樣，你們就得著充分的裝備，可以進入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 

  督永遠的國。」彼得後書1:11 

 

 進入神的國是有條件的，是取決於我們是否充分的做好準備。  

 上下文告訴我們這準備是敬虔的品格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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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九日上午九時半 

證道:吳兆良牧師 

    
………主日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           

宣    召        

頌    讚     何天瀛弟兄、史天慧姊妹 

奉    獻         

 

牧    禱         吳兆良牧師 

經    文  哥林多後書 4:13-18 

信    息        抗疫之道系列二      吳兆良牧師 

   「我知故我活」        
 

報  告                                 吳兆良牧師 

祝    福                               吳兆良牧師 

默    禱               

……線上主日學…… 
https://zoom.us/j/823880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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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六日事奉人員 

 

證道: 吳兆良牧師   領詩: 莊凱蓉姊妹 
 



  吳兆良牧師 

講題: 抗疫之道系列二:「我知故我活」 

經文: 哥林多後書 4:13-18 

釋義 - 我們知道 

 1. 將來與耶穌一同復活 – 被_____給耶穌 

 2. 三個對比 

  > ___________人 - 對比 - ___________人 

  > 羽量級 _______ - 對比 - 重量級______ 

  > 現今 _________ - 對比 - 永遠 _______ 

應用 - 抗疫之道是 

 1. 雖苦惱，仍___________ 

 2. 在試練中讓 __________ 

 3. 顧念看不見的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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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聯合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英文 兒童 合共 

4 月 12 日 72 9 NA 81 

  詩篇 舊約 新約 箴言 

禮拜日 50:07-23 申 33:01---------29 路 13:01------21    12:25 

禮拜一 51:01-12 申 34:01-書 02:24 路 13:22--14:06    12:26 

禮拜二 51:13-19 書 03:01----04:24 路 14:07------35 12:27-28 

禮拜三 52:01-09 書 05:01----07:15 路 15:01------32    13:01 

禮拜四 53:01-06 書 07:16----09:02 路 16:01------18 13:02-03 

禮拜五 54:01-07 書 09:03----10:43 路 16:19--17:10    13:04 

禮拜六 55:01-08 書 11:01----12:24 路 17:11------37 13:05-06 

每週讀經 

2020 Apr. W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