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及其他消息 

由於Covid-19疫情大流行，向慈善組織的捐款大量減少，但需求卻大增。上帝

祝福了我們所需要的。讓我們向你喜愛的慈善機構提供額外的、犧牲性的奉

獻，以幫助有需要的人。其中一項可以選擇支持的是給有需要小朋友的聖誕鞋

盒禮物包，可使用以下連結捐獻:  

 https://www.samaritanspurse.org/operation-christmas-child/buildonline/  

 

12/02星期三 – 為教會領袖及行政會成員禱告  

(Zoom ID: 8238804585) 

1. 禱告他們會看到神給教會的異象，無論在這尋牧過渡期或從長遠角度看，都

看清神希望我們成為什麼樣的教會。在理解神的指示與人的需要之間明智地

平衡。祈求他們為神的國度有大膽的夢想。 

2. 祈求領袖們通過服侍在屬靈上成長。祈求他們鍛煉和發展自己的屬靈恩賜，

使整個身體受益。 

3. 祈求領袖們自己與神親密同行，也為他們的家人祈禱。因為撒但經常通過他

們的婚 姻和家人攻擊領導人。  

4. 祈禱他們配合牧師(現在和將來)的領導，做好門訓和關顧的工作。 

 

教會祈禱事項  

1. 求神感動更多人支持年底宣教信心認獻。 

2. 為Pastor Joy祈禱，讓她可以很快無事故地安全返美。 

3. 讚美神，研發的COVID疫苗取得很好進展。祈禱最後階段研發的疫苗將有療

效，並將有效地分配。 

4. 繼續為尋找粵語牧師努力祈禱。當尋牧委員會篩選候選人時，祈禱他們能領

悟到神的帶領。 

5. 為FBC祈禱，因為政府下令他們需要暫停教會實體崇拜。 

6. 繼續為病患者祈禱。 

 

 

  

 

十一月份主題經文  

馬太福音 6:33「你們先要尋求他的王國和他的義，這一切都會加給你

們。」 (環球聖經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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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時半 
    主席: 鄺兆霖弟兄 

             講員: 賴若瀚牧師 
 

       ………網上主日崇拜程序……… 
           

         https://zoom.us/j/9938726746 

敬拜讚美           

宣    召        

頌    讚       黃柏年弟兄、鄧妹華姊妹 

奉    獻         鄺兆霖弟兄 

牧    禱          吳兆良牧師 

經    文             創 20:1-18  

信    息       「走出隱蔽活現身份」       賴若瀚牧師 

歡     迎         鄺兆霖弟兄 

報     告          

祝    福                               吳兆良牧師 

默    禱        

 

……線上主日學 11:15am - 12:30pm…… 

咖啡廳 https://zoom.us/j/4867709725  
 

 「趣味讀經法 - 靈糧自助餐」— 吳牧師 
https://zoom.us/j/8238804585 

 

十二月六日主餐 

事奉人員 

證道: 王倫章弟兄  主席: 鄺兆霖弟兄  

領詩: 秦永基弟兄、劉兆琦姊妹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jnX  

我們需要並感謝你們持續的禱告支持: 

1. 2021 年的計劃與方向:  

 網上平台：祈求我們能有智慧地使用網上平台，發展更多「在線培訓」

項目和「靈靜」靈修系列的單元。求主加添人手給我們。 

 二十週年：求主引導，無論我們計劃任何活動或項目，每一個都能榮耀

上帝，而不是聚焦在我們身上。 

 合一和異象：為我們在不同地區（美國、加拿大、香港、澳門和恩地）

的團隊禱告，祈求我們能專注上帝給我們的異象，並繼續合一和謙卑的

服侍。 

2. 敬拜宣教士(WM) :  

 求主保守我們所有 WM 的身心靈健康。 

 為Marcus 得到醫治和康復禱告。他明年將退下 WM 職事，專心養病。

祈求他在這段時間，更能安靜得力，抓緊上帝的心意。 

 求主繼續把願意委身成為 WM 的肢體加给我們，擴展我們的 WM 團

隊。 

3. 經費需要:  

 我們需要為「保羅計劃」經費籌募三萬一千美元，以維持我們來年在那

裡的事工及網上培訓，並支持當地五位同工的生活。 

 求主幫助我們做忠心的好管家，小心善用祂賜予的每一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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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01-005 結 39:01-40:27 雅     02:18-03:18    28:02 

禮拜一 126:001-003 結 40:28-41:26 雅     04:01-----17 28:03-05 

禮拜二 126:004-006 結 42:01-43:27 雅  05:01-----20 28:06-07 

禮拜三 127:001-005 結 44:01-45:12 彼前 01:01-----12 28:08-10 

禮拜四 128:001-006 結 45:13-46:24 彼前 01:13-02:10    28:11 

禮拜五 129:001-008 結 47:01-48:35 彼前 02:11-03:07 28:12-13 

禮拜六 130:001-004 但 01:01-02:23 彼前 03:08-04:06    28:14 

每週讀經 

2020 NovW5 

線上聯合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英文 兒童 合共 

11 月 22 日 71 4 2 77 

英語部牧師: Joy Ni, 倪笑妍傳道        

電話: 347 738-1517   

電郵: Joy.Ni@Logosb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