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及其他消息 

1. 行政會會議將於今天下午1時30分舉行。 

2. 感恩節午餐將於下週日 11/21 在教會舉行。 

3. 會友大會將於12/05 舉行。議程包括通過2022 年常費預算、選舉和其他

事項。 

11/17 星期三 7:30p.m. 

為教會領袖及行政會成員祈禱 

誠邀您參加 Zoom ID: 823 880 4585 

 

教會祈禱事項  

1. 繼續為我們尋找中文部及英文部牧師禱告。 

2. 祈禱許多人會來參加感恩節午餐，並開始養成來教堂敬拜的習慣。 

3. 為禱告會的復興禱告，使許多人願意來尋求神。 

4. 為Sam 和 Kan 以及家人禱告。Sam 的父親上週日(11/07)早上在香港去

世。 

5. 感謝上帝為Yuk的父親提供了一個護理設施。祈禱他能早日復康，可以

啟程回紐約。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柬埔寨豐榮事工 

請為婦女之家的情況代禱：婦女之家有一保姆於9月27日，在家舍內驗出

Covid-19陽性，後來更證實是Delta病毒。9月29日婦女之家因疫情被封鎖。

10月14日本應解除封鎖，但因在解封前復檢中，有4個婦女的檢測結果是陽

性，所以要再封鎖14天。而當晚我們進行自我檢測，再發現6個婦女的檢測

呈現陽性，即共10人，而3個小孩子也感不舒服。現在由兩個保姆照顧，可

以想象有多困難。18日，其中一名保姆也開始有症狀，但檢測結果是陰

性。19日，最初感染Delta的保姆會回去婦女之家幫忙照顧，她才康復，其

實是需要休養的，但情況實在艱難。  

代禱：  

1. 為婦女之家的患者禱告。  

2. 為婦女之家三位保姆禱告。  

3. 為染疫的兩位同工禱告。  

十一月份主題經文 

 哥林多後書5:19-20a「神在基督裡使世人與他自己和好，不再

追究他們的過犯，並且把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因此，我們

就是基督的使者，神藉著我們勸告世人。」 

我們都有責任勸告世人與神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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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上午九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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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永基弟兄、劉兆琦姊妹   

頌    讚  

奉    獻         鄺兆霖弟兄 

讀    經   雅各書 4:13-16, 4:6; 耶利米書 17:7, 希伯來書 6:19;  

    約翰福音 16:33, 9:4; 哥林多後書 6:2 

牧    禱          吳兆良牧師     

信    息  「如何面對生命的不確定性」              吳兆良牧師 

歡     迎         鄺兆霖弟兄 

報     告          

祝    福          吳兆良牧師 

默    禱 
…… 主日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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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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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二十一日事奉人員 

證道: 林思敬傳道   主席: 鄺兆霖弟兄 

領詩: Abby Chung 姊妹 



 

吳兆良牧師 

 

題目:「如何面對生命的不確定性」 

經文：雅各書4:13-16, 4:6;  耶利米書17:7; 

             希伯來書6:19;  約翰福音16:33, 9:4; 哥林多後書6:2 

1. 生命是 _______ 和 ___________ 

2. 盼望卻是 _______ 又 _________ 的 

3. 全球病疫大流行是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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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69-176 結 24:01-26:21 來 11:01-----16    27:14 

禮拜一 120:001-007 結 27:01-28:26 來 11:17-----31 27:15-16 

禮拜二 121:001-008 結 29:01-30:26 來 11:32-12:13    27:17 

禮拜三 122:001-009 結 31:01-32:32 來 12:14-----29 27:18-20 

禮拜四 123:001-004 結 33:01-34:31 來 13:01-----25 27:21-22 

禮拜五 124:001-005 結 35:01-36:38 雅 01:01-----18 27:23-27 

禮拜六 124:006-008 結 37:01-38:23 雅 01:19-02:17    28:01 

每週讀經 

2021 Nov. W2 

聯合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英文 兒童 合共 

11 月 7 日 60 5 NA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