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及其他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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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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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份行政會會議記錄已經電郵寄上。  

 接下來的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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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nX  

祝福你們有一個蒙恩的感恩節！在年終將至之際，我們需要做一個特別捐獻

呼籲。高通脹、很多公司預期或已經裁員、以及物價不斷上漲等等，都威脅

著普羅大眾的生活，很多人已經陷入困境。我們收到的捐獻支持亦難免下

降，我們需要在年底前籌募$50,000美元。請為我們禱告，也請您考慮如何在

經濟上支持我們，扶助我們今年能渡過難關。您的捐獻將會幫助： 

資助「恩地」的事工 — 我們有4 位當地的同工在重重困難下堅守崗位服侍。 

 日常運作，培訓及宣教事工 

  3 個全職敬拜宣教士 (WM) 

您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捐獻：  

 信用卡(https://www.jnx.org/zh-hant/get-involved/donation/?

mc_cid=491b67d93e&mc_eid=45ee8f2651) 

 郵寄支票 (2268 Westborough Blvd, Ste. 302 (PMB 332) , South San Francisco, 

CA 94080-5439)  

 股票，汽車 (請與我們聯絡)  

 AmazonSmile — 如果您經常在Amazon 購物，您可以使用AmazonSmile 來

支助我們。您只需要做一個簡單的設置，您每次透過AmazonSmile 購物，

我們都會獲得捐款；而您是無需付出額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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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58205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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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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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半 
講員: 吳宣倫博士 

主席: 翁玉新弟兄 

 
          ……… 主日崇拜程序 ……… 
           

        https://zoom.us/j/9938726746 

敬拜讚美           

宣    召          莊凱蓉姊妹 

頌    讚  

奉    獻 

燃點將臨節蠟燭              林思敬傳道、曹婉君姊妹 

牧    禱         林思敬傳道 

        (兒童安靜地去兒童崇拜) 

經    文            約翰福音 14:6  

講    道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 Part 1道路】  吳宣倫博士  

歡     迎         翁玉新弟兄 

報     告           

祝    福                     林思敬傳道  

默    禱               會眾 

…… 主日學上午 11:15 ……  

咖啡廳 A3室或 https://zoom.us/j/88447356876 

《使徒信經》E3室或 https://zoom.us/j/9938726746   

 

十二月四日聖餐 事奉人員 

證道: 林思敬傳道   主席: 曾月英姊妹 

領詩: 秦永基弟兄、劉兆琦姊妹 



 

兒童五年級以下 
 

Every Sunday 

兒童崇拜 
9:30—10:45am 

 

 

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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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her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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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 Church Council 

  詩篇 舊約 新約 箴言 
禮拜日 130:005-008  但 02:24-03:30  彼前 04:07-05:14     28:15-16  

禮拜一 131:001-003  但 04:01-----37  彼後 01:01-----21  28:17-18  

禮拜二 132:001-005  但 05:01-----31  彼後 02:01-----22  28:19-20  

禮拜三 132:006-012  但 06:01-----28  彼後 03:01-----18  28:21-22  

禮拜四 132:013-018  但 07:01-----28  約壹 01:01-----10     28:23-24  

禮拜五 133:001-003  但 08:01-----27  約壹 02:01-----17  28:25-26  

禮拜六 134:001-003  但 09:01-11:01  約壹 02:18-03:06     28:27-28  

每週讀經 

2022 Nov.W4 

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英文 兒童 合共 

11 月 20 日 69 NA 4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