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及其他消息 

1. 10月份行政會會議將於10月17日下午1:30舉行。 

2. jnX的Anthony Chan 今天下午二時進行第二期敬拜培訓，地點:教會E1

室，歡迎大家參加。 

3. 咖啡廳時間將於10/17上午11:15 - 下午12:45舉行; 程序是有趣的6周年團

聚紀念活動，歡迎大家參加。Zoom ID 884 4735 6876 無需密碼。 

4. 今晚還有3段時間與吳柏池牧師和師母會面:6pm, 7:30pm, 9pm. 

   9pm的會面是英語進行。 

10/13 星期三為傳福音及本地外展事工禱告 

誠邀您參加 Zoom ID: 823 880 4585 

教會祈禱事項  

1. 為與吳柏池牧師和師母的一系列會議禱告。祈求聖靈引導我們一起踏上

為祂的僕人和耶穌基督的教會尋求上帝旨意的旅程。祈求坦誠和合一。 

2. 祈求上帝呼召並供應那些將在各當選職位上服務的人。為提名委員會在

聯繫提名人時的識別力祈求。 

3. 祈求越來越多的信徒認識到親自回來教會敬拜的重要性，並在回來敬拜時

感到自在。 

4. 為王倫章弟兄祈禱:他能尋找到幫助來照顧在多倫多的母親、他在香港的

父親能儘快從肺炎中康復。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美國晨曦會  

1. 感謝神在疫情中仍然保守晨曦會每一位同工和學員，使得晨曦會可以繼續

運作來助上癮的人。 

2. 感謝神晨曦會農場今年所種的蔬菜都長的又好又多，使我們不需要再買青

菜甚至還可以帶給教會弟兄姐妹分享。 

3. 目前有兩位弟兄打算過來戒毒。一位從南加州，另外一位從 Virginia。請

為他們禱告，希望他們能順利進到晨曦會來戒毒。 

4. 請繼續為我們申請中途之家的建造一切 permit 都能順利按時批准及一切

所需要的代禱。 

5. 感謝神使用Vicky 姐妹（三藩市）在9月中旬藉著義賣芝麻糊為晨曦會所

需要募款，求神紀念與賜福她所擺上的。 

6. 請為家屬團契在10月31日10.00am 聚會代禱。求神使用家屬團契來鼓勵和

安慰家屬們。若弟兄姐妹家人有上癮的成員、也歡迎您們來參加晨曦家屬

團契。請聯絡 Peggy 姐妹：peggyway868@aol.com 

 

十月份主題經文 

 以西結書3:19-20 「如果我對惡人說：‘你必定死亡！’你卻不 

 警告他，也不警戒他離開惡行，好救他的性命，這惡人就必因 

 自己的罪孽死亡。但我要因他的死追究你。如果你警告惡人， 

 他仍不離開他的罪惡和他的惡行，他就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 

 你卻救了自己的性命。」 

我們都有責任警告未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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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隔一週的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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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othy & Jennifer Tsun,  

Joe & Claire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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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十月十日上午九時半 
    主席: 鄺兆霖弟兄 

        講員: 吳兆良牧師  
 

         ……… 主日崇拜程序 ………            
        https://zoom.us/j/9938726746 

敬拜讚美           

宣    召                  Wendy Yip 姊妹 

頌    讚 

奉    獻         鄺兆霖弟兄 

讀    經            撒母耳記下 22 章  

牧    禱          吳兆良牧師     

信    息   牧羊英雄傳系列十  

  「我的神是怎樣的?」      吳兆良牧師 

歡     迎         鄺兆霖弟兄 

報     告          

祝    福  
……主日學…… 

 咖啡廳 11:30am https://zoom.us/j/88447356876 

幸福小組 11:15am https://zoom.us/j/8238804585   

 

十月十七日事奉人員 

證道: Larry Wong 牧師   主席: 鄺兆霖弟兄   

領詩: 秦永基弟兄、劉兆琦姊妹   



吳兆良牧師 

 

講道: 牧羊英雄傳系列十「我的神是怎樣的? 」 

經文：撒母耳記下第二十二章 

    1. 大衛的神:是堅穩______; 又可隨時______, v.2-7 

    我的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大衛的神:發怒時______, 但他______喜悅的人, v.8-20 

    我的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大衛的神: 按著人對祂的回應, 創造________, v.21-28 

    我的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大衛的神:裝備人去________, v.29-46 

   我的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大衛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v.47-51 

   我的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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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Friday 8pm  

  詩篇 舊約 新約 箴言 

禮拜日 111:01-10 耶 10:01-11:23 西  03:18--04:18 24:28-29 

禮拜一 112:01-10 耶 12:01-14:10 帖前 01:01-02:09 24:30-34 

禮拜二 113:01-09 耶 14:11-16:15 帖前 02:10-03:13 25:01-05 

禮拜三 114:01-08 耶 16:16-18:23 帖前 04:01-05:03 25:06-07 

禮拜四 115:01-08 耶 19:01-21:14 帖前 05:04-----28 25:08-10 

禮拜五 115:09-13 耶 22:01-23:20 帖後 01:01-01:12 25:11-14 

禮拜六 115:14-18 耶 23:21-25:38 帖後 02:01-----17    25:15 

每週讀經 

2021 Oct W2 

聯合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英文 兒童 合共 

10 月 03 日 67 6 NA 73 

9 月 26 日 NA 7 NA 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