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及其他消息 

1. 對於那些想幫助貧窮的印度兒童基本生計和提供保護用品，你可以捐款支援，$20可

以支援一個家庭維持一個月的生計，三個月的總計為$60. 請在支票上註明:  

   "Living Hope India Relief Logos Baptist; India poor children". 

2. 祝母親們母親節快樂。如果你還沒有收到母親節禮物，請通知兒童部。 

3. 五月份行政會於今天下午1:15在網上舉行。可用網上崇拜同一方法登入。     

   https://zoom.us/j/8238804585 

教會祈禱事項  

1. 讚美上帝，我們回應呼籲捐贈給慈善基金，使我們10%的失業者得到支援。  

2. 繼續祈禱上帝會保護我們免受病毒的感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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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美國晨曦會戒癮農場  

1. 自從疫情在美國爆發開始，全國居家隔離、教會被迫在線上進行、學校停課、確診和

死亡人數不斷增加、許多人失業、經濟衰退及有些地區民眾抗壓封城。求神賜下智慧

給政府來應對疫情。也希望疫情能趕快收到控制。  

2. 請為教會領袖、基督徒身心靈健康禱告。在這疫情蔓延下仍然能做鹽和做光。 

3. 感謝神看顧與保守晨曦之家的同工和學員們仍然平安。每一天的生活作息仍然和以前

一樣除了取消一切出外活動及外來人進來、義工老師都在網路上給學員上課。  

4. 感謝神去年所種的果樹開始開花結果。這春天也種了不少的蔬菜（生菜、豌豆、豆

角、番茄、秋葵、zucchini、辣椒、韭菜）。  

西與心 

願你和家人平安，在疫情之下仍有忍耐盼望喜樂的心。 

這些時間西與心的工作也轉到線上，起初邀請弟弟妹妹(校園裡的學生)一起記念。看到

神在他們心中動工，主動為疫情和失喪靈魂記念。感恩在這種環境下，經歷神的工作。 

在心好友的名單中，有些人不怎麼聯繫，甚至互不認識。張姐妹是其中一位，偶然心和

她聊到屬靈話題，發現張是慕道友。心就常給她發一些聖經的話，也邀請她一起為疫情

記念。在兩個多月的陪伴瞭解下，心向張分享了好消息，感恩她接受了，並且非常渴慕

成長。 

很多弟弟妹妹被困在家中，他們每天在家中上課學習，有時也要面對家人之間的矛盾，

這種熟悉的環境很容易阻擋他們跟隨主的熱情。挑戰他們操練過每天被主管理的生活，

J姐妹主動請心督導她的靈修生活；Z 和 K弟兄在分享疑惑和軟弱時，也特別被愛子的受

難復活所觸動，他們越發渴慕生命成長，對傳福音開始有負擔。Y姐妹信了剛半年，她

分享喜歡睡覺前和天父說話，並說“晚安爸爸”，她還在復活節時向 H 同學了解關於耶

穌的好消息，H很驚訝耶穌她做這樣的事並且做了決志。 

記念： 1. 為西與心信靠神禱告。 

               2. 西的哥哥受原生家庭影響，有些心理狀況，求神醫治他，幫助他走出那段陰 

         影；求神賜給西與心有力量和信心，安慰家人，不陷入憂慮中。 

五月份主題經文 

「因為基督並不是進了人手所造的聖所、乃是進了天堂、如今為我 

  們顯在 神面前」希伯來書 9:24  (和合本) 
 

 天堂一詞作為目的地和去處在聖經中只出現過一次，就是這 

 一節。天堂是指神的居所，那裏也有服待神的天使。這有別 

 於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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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祈禱會   

逢週三晚上七時三十分 

https://zoom.us/j/8238804585 

 
 

小組聚會 

Life To Life  (職青小組)  

逢星期五 

網上晚上七時三十分   

聯絡人: Ronald Lee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已婚及幼兒家庭小組) 

逢星期四 

網上晚上八時十五分 

聯絡人: Ocean and Terri 

 
iFamily  

(孩子為高中以上的家庭)  

每月第一及第三週 

網上星期六晚上七時三十分 

 聯絡人: Rebecca Yue 

 
 

Pioneer  

(孩子已成年的家庭) 

逢星期六 

網上早上十時 

https://us02web.zoom.us/j/842791990 

聯絡人: Bill Kwong  

 

 

旭光小組  

每月第二及第四週 

星期六早上十時 

James & Lisa 家  

聯絡人: Gordon Hall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日上午九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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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天瀛弟兄、史天慧姊妹  

奉    獻         

 

牧    禱         吳兆良牧師 

經    文  出埃及記 1:22 – 2:10 

信    息         「嬴在起跑線的母親」      吳兆良牧師 

 

歡     迎         吳兆良牧師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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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七日事奉人員 

證道: 吳兆良牧師   領詩: 莊凱蓉姊妹 

  



  吳兆良牧師 

 

講題:「嬴在起跑線的母親」 

經文: 出埃及記 1:22 – 2:10 

1.盡責的母親 - 得神的賞賜 

 1.1 ________ - 母親的責任 

 1.2 ________ - 神的保守 

2.有信心的母親 - 屬靈教導 

 2.1 ________ - 信心的實踐 

 2.2 ________ - 信心的取捨 

3.引進民族救拯者的母親 

 3.1神使她生命中_____________ 

 3.2神藉她生命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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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 

 

 

主日學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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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ne Every Friday 8pm  

 

  詩篇 舊約 新約 箴言 

禮拜日 62:01-12 士 11:01----12:15 約 01:01------28 14:13-14 

禮拜一 63:01-11 士 13:10----14:20 約 01:29------51 14:15-16 

禮拜二 64:01-10 士 15:01----16:31 約 02:01------25 14:17-19 

禮拜三 65:01-08 士 17:01----18:31 約 03:01------21 14:20-21 

禮拜四 65:09-13 士 19:01----20:48 約 03:22--04:03 14:22-24 

禮拜五 66:01-04 士 21:01-得 01:22 約 04:04------42    14:25 

禮拜六 66:05-15 得 02:01----04:22 約 04:43------54 14:26-27 

每週讀經 

2020 May. W2 

線上聯合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英文 兒童 合共 

5 月 3 日 67 7 2 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