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及其他消息 

1. 下一次教會家庭聚會將於6月6日舉行，議程容後通告。請預留時間出席。  

2. 今年教會退修會將於 9/24-26，週五至周日舉行。中文部的講者將是來自

加拿大溫哥華的馮津牧師Rev. John Fung，英文部是Rev. David Carment。

由於Redwood Christian Park服務有限，今年將不會在Redwood Christian 

Park舉行。詳情容後公佈。  

4/28星期三為敬拜事工禱告  

誠邀您參加 Zoom ID: 8238804585 

教會祈禱事項  

1. 為教會行政會禱告。祈求神帶領他們執行關懷計劃和策劃外展事工，以及

如何重新開放教會進行實體崇拜。  

2. 繼續為尋牧祈禱，求神預備。祈求他們在選擇不同應急方案有神向來的智

慧，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未收到太多候選人的簡歷。 

3. 繼續懇切為 Maurice 和莊先生的康復祈禱。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及時雨” 救援經費:  

供應米糧、藥物、蚊帳給緬甸境內窮人邊境難民。 

註明: 緬甸救援(Myanmar Relief) 

T國番番:  

✦ 肢體的祝福。跨文化禾場的生活是很容易孤單的，回想從去年到現在神給

了我“神奇”的朋友圈，竟然有中亞的一個姐妹變成好朋友，因此經常能吃到

老家美食，以及分享老家的記憶。從外蒙古的朋友一家學習很多服侍主的過程

中“游牧民族”的精神。新的中國朋友一家隨時叫我去蹭飯。…這些都是在國

外生活服侍中無價的溫暖和支持啊。 

✦ 可以和T國人聊天了。學T語已經7個月了，有一天去小賣部買東西，店裏

沒其他顧客我就和小賣部阿姨聊天，竟然聊了一個小時。最近開始和朋友一起

去T國教會，目前講道是完全聽不懂，不過可以跟T國弟兄姐妹交流。非常感

恩可以有機會更融入本地文化，希望能多了解一點這邊教會的情況。 

✦ 不斷敞開的新門。雖還不知道何時才能面對面的做我們的訓練，但神一直

在開新的門給我們，年後也開始跟一個關懷宣教事工的機構開始合作，做一些

線上的宣教事工訓練、關懷、督導。  

 

四月份主題經文  

彼得前書2:9a; 彼得後書1:3-4「你們是蒙揀選的族類 …因著我們
確實認識那位用自己的榮耀和美善呼召我們的， … 就可以分享 神
的本性。」 

族類是有血緣關係的。不同族裔的人重生得救的時候是從同一個生命生

出來，有同一個生命本源。這讓不同族裔的基督徒成為一個新的、基督

裏的特種新人類。我們與一般世人有異，因我們有神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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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網上晚上七時三十分 

 聯絡人: Maria Tchan  

 
 

Pioneer  

(孩子已成年的家庭) 

逢星期六 

網上早上十時 
zoom ID 842791990 

聯絡人: Bill Kwong  

 
 

Morning Light (旭光)  

(Bilingual 雙語) 

每月第二及第四週 

星期六早上十時 

聯絡人: Gordon Hall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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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永基弟兄、劉兆琦姊妹     

頌    讚    

奉    獻         翁玉新弟兄 

讀    經    

牧    禱          吳兆良牧師 

經    文    彼得前書 1:1-2, 2:9; 出埃及記 19:1-8   

信    息          蒙揀選、去宣揚系列五   

         「你們是聖潔的國民」        吳兆良牧師 

為未得之民禱告             范師母 

歡     迎         翁玉新弟兄 

報     告          

祝    福                               吳兆良牧師 

默    禱       
……線上主日學…… 

咖啡廳 11:10am https://zoom.us/j/4867709725  

「新約背景探索」11:15am https://zoom.us/j/9938726746 

 
五月二日事奉人員 

證道: 吳兆良牧師  主席: 王倫章弟兄  領詩: 倪笑妍傳道 



 

吳兆良牧師 

講題: 蒙揀選、去宣揚系列五 

     「你們是聖潔的國民」  

經文: 彼得前書1:1-2, 2:9; 出埃及記19:1-8 

引言 - 你聖潔嗎?   

1. 你們是聖潔的國民 - 國籍身份已即時轉移   

2. 你們是聖潔的國民 - 逐漸減少犯罪  

應用 – 與耶穌基督建立親密的關係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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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 Pastor Joy Ni  

  詩篇 舊約 新約 箴言 

禮拜日 59:01-05 士 01:01----02:09 路 21:29--22:13 13:24-25 

禮拜一 59:06-13 士 02:10----03:31 路 22:14------34 14:01-02 

禮拜二 59:14-17 士 04:01----05:31 路 22:35------53 14:03-04 

禮拜三 60:01-04 士 06:01--------40 路 22:54--23:12 14:05-06 

禮拜四 60:05-12 士 07:01----08:17 路 23:13------43 14:07-08 

禮拜五 61:01-04 士 08:18----09:21 路 23:44--24:12 14:09-10 

禮拜六 61:05-08 士 09:22----10:18 路 24:13------53 14:11-12 

每週讀經 

2021 April W4 

線上聯合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英文 兒童 合共 

04 月 18 日 6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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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