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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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言資源中心將主辦網上特別講座 

   題目："從啟示錄看疫情與末日災難" 

   日期：五月九日（國語）與 十六日（粵語） 

   講員：賴若瀚院長   

   費用：自由奉獻 可上網 www.sagos.org報名。 

 

4/29星期三禱告項目 –傳福音及本地外展事工 

1. 神把許多慕道者放在我們當中，祈禱他們對福音敞開心扉。祈禱我們願意降

服聖靈的指引，並把握機會與他們分享福音。許多會友曾接受過傳福音培

訓。祈禱我們學以致用，先撒種才得豐盛收割，把福音傳開。 

2. 英文會眾剛剛接受了個人福音訓練，並一直為他們任命傳福音的目標祈禱。

祈禱他們對聖靈的帶領有敏銳的觸覺，找到傳福音的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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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繼續為兩隊尋牧團隊祈禱，上帝將領導他們的工作,為我們的教會尋找合適的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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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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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半 
證道:吳兆良牧師 

   
………網上主日崇拜程序……… 

           
https://zoom.us/j/9938726746 

敬拜讚美           

宣    召        

頌    讚           莊凱蓉姊妹 

奉    獻         

  

牧    禱         吳兆良牧師 

經    文  路加福音 13:1-5 

信    息       抗疫之道系列三      吳兆良牧師 

   「醒過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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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三日主餐 

事奉人員 

證道: 吳兆良牧師   領詩: 秦永基弟兄、劉兆琦姊妹  



  吳兆良牧師 

 

講題: 抗疫之道系列三:「醒過來吧」 

經文: 路加福音 13:1-5 

引言 – 苦難是神的 ________ 

 目的是 _________ 我們 

1. 喚醒去看見 - ___________ 

2. 喚醒我們去 _____________ 

3. 喚醒我們去預備 _________ - _________  

鼓勵 - 在疫情大流行中聖潔仁愛的神仍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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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9-15 書 13:01----14:15 路 18:01------17   13:07-08 

禮拜一 55:16-23 書 15:01--------63 路 18:18------43   13:09-10 

禮拜二 56:01-08 書 16:01----18:28 路 19:01------27   13:11 

禮拜三 56:09-13 書 19:01----20:09 路 19:28------48   13:12-14 

禮拜四 57:01-06 書 21:01----22:20 路 20:01------26   13:15-16 

禮拜五 57:07-11 書 22:21----23:16 路 20:27------47   13:17-19 

禮拜六 58:01-11 書 24:01--------33 路 21:01------28   13:20-23 

每週讀經 

2020 Apr. W4 

線上聯合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英文 兒童 合共 

4 月 19 日 80 4 2 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