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九時半
證道: 林思敬傳道

主席: 吳兆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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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讚美       敬拜讚美       秦永基弟兄、劉兆琦姊妹

宣    召

頌    讚 

奉    獻

祈    禱  吳兆良牧師

(兒童安靜地去兒童崇拜)

經  文 創世記三十七章

講  道 「沿途有祢，漫步高低」 林思敬傳道

為未得之民禱告   范師母

歡    迎  吳兆良牧師

報    告

祝    福  林思敬傳道

默    禱  會眾

…… …… 主日學主日學 …… ……

因今個主日是教會舉行「感恩節」慶祝活動聚餐；

而今日的主日學、咖啡廳暫停上課；

請弟兄姊妹留意。

主日守則主日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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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祈禱會網上祈禱會  

逢週三晚上七時三十分

https://zoom.us/j/88058205951

小組聚會小組聚會

Life To Life (職青小組) 

每隔一週的星期五

網上晚上八時

聯絡人: Ronald Lee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已婚及幼兒家庭小組)

每隔一週的星期四

網上晚上七時四十五分

聯絡人:
Timothy & Jennifer Tsun, 

Joe & Claire Ng 

iFamily 
(孩子為高中以上的家庭) 

每月第二及第四週

星期六

網上晚上七時三十分

 聯絡人: Yuk Yung

Pioneer 
(孩子已成年的家庭)

星期六

早上十時

Zoom ID 842791990
聯絡人: Bill Kwong

Morning Light (旭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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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二十七日  事奉人員 

證道: 吳宣倫博士   領詩: 莊凱蓉姊妹

主席、祈禱: 翁玉新弟兄

教會祈禱事項教會祈禱事項

1. 祈求神給教師的團隊，主日學老師、咖啡廳以及各個小組帶查經的
 領袖，在教導上，對聖經有一定的研究，深信聖經能使人得生命，
 得力量、忍耐和盼望，把人帶到神的面前得安慰。

2. Miranda, Michelle’s sister, recently suffered a stroke and heart surgery,   
 but she is recovering very well. Her family needs your prayers for he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ing as well as courageousness to continue living   
 and persevering. Pray that Michelle and her family will uphold and support her  
 through their waves of exhaustion, jubilation, disappointment and gratefulness.
 請禱告記念 Michelle 的妹妹 Miranda，因她最近中風後做了心臟手術， 
 現正康復得很好。家人特別希望大家禱告記念 Miranda 的身體及心靈 
 康復，並且能夠勇敢而堅毅地活下去。為 Michelle 及其家人禱告，盼望 
 他們能夠支持妹妹渡過每段雖然疲累但滿有喜悅、雖然失望但仍滿有 
 感恩的風浪。

教會及其他消息教會及其他消息

1. 因今個主日是教會舉行「感恩節」慶祝活動聚餐；而今日的主日學、 
 咖啡廳暫停上課；請弟兄姊妹留意。
2. 2023 年財務預算和兩個下屆行政會職位的選票將於 12/3 通過電子郵件 
 發送給所有教會成員。到時請留意這封電子郵件，並檢查你的電郵軟件 
 上的垃圾郵件文件夾。
3. 今年終的家庭會議將於12/18 在友誼大廳舉行。無法親自出席的會友，  
 可通過週日崇拜 Zoom ID 加入會議。 12 月的教會午餐將移至同一天。
4. 11/23 教會祈禱會暫停，11/30 繼續，請留意。
5. 接下來的講員: 11/27 吳宣倫博士，12/4 林思敬傳道， 

 12/11 王倫章弟兄，12/18 Mark Xie 弟兄，12/25 林思敬傳道。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絲路事工絲路事工

1. 最近天氣轉冷，西北多地陸續降雪，受疫情及防控政策影響，人們要冒著 
 嚴寒和雨雪作核酸，被帶去隔離的更是不容易，求主憐憫這地，盼望能 
 早日清零，盼望防控政策能改變。
2. 麥田和草原的學生本學期未能返校，老師和學生都很崩潰；XN 的高校 
 近期解封了，為我們禱告把握寶貴的時間，多作主工。
3. 月底我們將要舉辦 LOIS，邀請畢業生和準畢業生參與，期待看到工人的 
 興起，盼望弟兄姐妹委身大使命，活出有使命的人生。



兒童五年級以下兒童五年級以下

Every SundayEvery Sunday
兒童崇拜兒童崇拜

9:30–10:45 am 

主日學主日學

11:15 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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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her Wang  

英文部事工英文部事工
我們的異象是一個不斷成長的少年我們的異象是一個不斷成長的少年

群體，學效大衛一樣去服侍他的世代群體，學效大衛一樣去服侍他的世代

English Group 
(Youth and Young Adult)

Every Friday 8:00 pm 
Contact: Church Council

     2022 Nov. W3

崇拜出席人數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英文 兒童 合共

11月13日 56 NA 3 59

每週讀經每週讀經

詩篇詩篇 舊約舊約 新約新約 箴言箴言

禮拜日 125:01-05 結39:01-40:27 雅02:18-03:18 28:02
禮拜一 126:01-03 結40:28-41:26 雅04:01------17 28:03-05
禮拜二 126:04-06 結42:01-43:27 雅05:01-----20 28:06-07
禮拜三 127:01-05 結44:01-45:12 彼前01:01-----12 28:08-10
禮拜四 128:01-06 結45:13-46:24 彼前01:13-02:10 28:11
禮拜五 129:01-08 結47:01-48:35 彼前02:11-03:07 28:12-13
禮拜六 130:01-04 但01:01-02:23 彼前03:08-04:06 2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