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及其他消息 

1. 今天是Coffee Time 咖啡室主日學五週年，會有一個重聚歡樂時光Reunion and Fun 

Day，歡迎大家參加。Zoom ID 是869 2239 3352  不需密碼。 

2. 教會退修會下週末舉行。如果你尚未報名請從速。退修會的聚會時間如下： 

   星期五 9/25 7:30 pm，星期六 9/26 10:00 am，1:30 pm，星期日 9/27 9:30 am。 

   中文的 Zoom ID 跟平常主日的相同：993 8726746。 

3. 常費財務報告：8月收入$26,303，支出$19,475，今年迄今餘額$24,962 

   慈惠金：今年迄今收入$23,491，支出為$17,500。 

4. 下一次會友大會將於十一月八日舉行。求神預備服侍的人。 

5. 創世電視主辦「靈情日日追」每日研經運動，提供一個極方便的渠道去引導創世電

視觀眾:（一)養成一個每日研經或靈修的習慣或，(二)有系統地完成研讀聖經的每

一本書卷。有興趣者可以進入以下網址登記: http://tmea.us/靈情日日追。 

9/23星期三禱告項目 – 為會眾身心靈需要禱告  

1. Pastor Joy在中國探望家人，為她的母親康復禱告。 

2. 為國內同工大展的女兒物理療法有效禱告。 

3. 為Pastor Jim禱告。他變得越來越虛弱。 

4. 為尋找工作的人禱告。為那些找到工作的人讚美上帝。 

教會祈禱事項  

1. 祈求會友們回應上帝的召喚，願意被選擔任各職位。被邀考慮被提名的，求神給

他們剛強信靠的心。考慮提名的，求神賜下分辨的恩典。 

2. 請為退修會兩位講員陳肇兆牧師和 Pastor David Carment 禱告。當他們預備時求神

賜下合適的信息，也求神預備我們的心接受。 

3. 為我們的國家和即將到來的選舉祈禱。為香港的時局人心禱告。求神憐憫這城

市，求教會在這時刻更能發輝鹽和光的功效。 

4. 為 Ocean 和 Terri 禱告。他們已出發前往所服侍的國家。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絲路事工 

C&G: 

這兩年因為被迫搬家，五歲小兒子過去一年都沒有上學，最近終於找到一所學校，開

始網上上學，感恩。 

傳道人展的小女兒 （Hannah): 

人工耳蝸手術進行順利，康復也很好。為Hannah 的語言康復訓練禱告，為期一至兩

年。 

  

 

 

九月份主題經文  

馬太福音13:43  

「義人在他們父的國中，要像太陽一樣的照耀。有耳的，就應當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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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a Tchan  

 
 

Pioneer  

(孩子已成年的家庭) 

逢星期六 

網上早上十時 

聚會.zoom ID 842791990 

聯絡人: Bill Kwong  

 
 

Morning Light (旭光)  

(Bilingual) 

每月第二及第四週 

星期六早上十時 

聯絡人: Gordon Hall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日上午九時半 
    主席: 翁玉新弟兄 

    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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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永基弟兄、劉兆琦姊妹 

奉    獻 

牧    禱  

經    文    箴言 4:23; 雅各書 1:14-15 

    歌羅西書 3:9-10, 15a   

信    息    舌戰兵法系列四「保守你的心 」  吳兆良牧師 

 

歡     迎         翁玉新弟兄 

報  告          

祝    福                               吳兆良牧師 

默    禱               
 

……線上主日學…… 

     羅馬書    咖啡廳 

https://zoom.us/j/8238804585 https://zoom.us/j/86922393352   
11:15 a.m. to 12:30 p.m.              11:00 a.m. to 12:30 a.m. 

 

十月四日主餐 

證道: 吳兆良牧師  主席:邵文澧弟兄 

   領詩:秦永基弟兄、劉兆琦姊妹 



吳兆良牧師 

講題: 舌戰兵法系列四「保守你的心」 

經文: 箴言 4:23; 雅各書 1:14-15 

     歌羅西書 3:9-10, 15a  

引言 

釋義 

 1. 醒察心中 _________ 

   使_______ 胎死腹中  

 2. 穿上______說話模式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總結/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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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05  賽 06:01-07:25 林後 11:16---33 23:01-03 

禮拜一  103:06-19  賽 08:01-09:21 林後 12:01---10 23:04-05 

禮拜二  103:20-22  賽 10:01-11:16 林後 12:11---21 23:06-08 

禮拜三  104:01-09  賽 12:01-14:32 林後 13:01---14 23:09-11 

禮拜四  104:10-18  賽 15:01-18:07 加   01:01-----24 23:12 

禮拜五  104:19-30  賽 19:01-21:17 加   02:01-----16 23:13-14 

禮拜六  104:31-35  賽 22:01-24:23 加   02:17-03:09   23:15-16 

每週讀經 

2020 Sep W3 

線上聯合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英文 兒童 合共 

9 月 13 日 61 5 NA 66 

英語部牧師: Joy Ni, 倪笑妍傳道        

電話: 347 738-1517   

電郵: Joy.Ni@Logosb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