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祈禱事項  

1. 感恩神帶領教會走過恩典豐盛的2022年，當中經歷到神無比的厚愛。願

神繼續帶領教會步進未知的2023年，讓神的心意向眾人顯明。 

2. 1月29日教會將舉辦農曆新年慶祝午餐，盼望弟兄姊妹能夠使用這聚會帶

領親朋好友一同來到教會，彼此相交分享。請為Gordon弟兄及一眾負責

籌備此活動的弟兄姊妹祈禱。 

3. 2月4日行政會成員將有一起退修的時間，願神保守各人能帶著謙卑及等

候的心去參與當天的活動，並且能夠聆聽聖靈的聲音，在主裡得力。  

4. 請禱告記念最近病患的肢體，願神親自憐憫及保守，使他們病得醫治。 

教會及其他消息  

 主日學「使徒信經」今日是最後一堂課。2023年第一季的主日學科目「當

代的教會事奉」，下個禮拜主日學（1/20）正式開始上課，鼓勵弟兄姊妹

參加。（課程內容介紹請參見電郵的附件）。 

 感謝神，2月19日下午三時 晨曦會會舉辦紀錄片首映會，音頻為普通話，

帶英文字幕。在Fox Theater，Redwood City，CA (北加州灣區)。請為這首

映會禱告，希望弟兄姐妹可以踴躍參與，把親朋好友都邀約一起觀賞這紀

錄片。希望藉著這紀錄片來激勵信徒和未信徒可以看到福音是神的大能能

拯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能改變人的生命。這紀錄片名稱是：「清醒與茫

的戰爭」，導演是井迎兆。井迎兆導演是金馬獎評審、作家、紀錄片拍

攝、文化大學戲劇教授。免費訂票網站： 

https://www.eventbrite.com/e/premiere-the-war-of-sobriety-and-dazedness-

tickets-488504699707?fbclid=IwAR 1v4AYEThqliOpnGeDBzNLlcG7gd-

soBuzwijCGDcms8_d7jSoICHzOnQ7c  

 1/29有教會午餐服務和一同慶祝農曆新年。這是一個很好的外展機會邀請

您的朋友、親戚或鄰居。 

 程序表尾頁印有“2023年教會活動"時間表。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12月份行政會會議記錄已經電郵寄上。 

 接下來的講員: 1/22 黃儉昌牧師，1/29 吳兆良牧師，2/5 林思敬傳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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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晚上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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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五日上午九時半 
    講員: 林思敬傳道 

    主席: 鄺兆霖弟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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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    禱         林思敬傳道 

        (兒童安靜地去兒童崇拜) 

經    文      林前一 18-31  

講    道  【愚拙的人有福了】       林思敬傳道 

歡     迎         鄺兆霖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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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二十二日事奉人員 

證道: 黃儉昌牧師     

主席: 吳兆良牧師  領詩:林思敬傳道   



Church 2023 Event Calendar (2023年教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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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讀經  新 約 舊 約 

1/15 休 息 創 43-45 

1/16 太 14 創 46-48 

1/17 太 15 創 49-50 

1/18 太 16 詩篇 1-4 

1/19 太 17 出埃及記 1-3 

1/20 太 18-19 出埃及記 4-6 

1/21 太 20 出埃及記 7-9 
第 3周 

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英文 兒童 合共 

1 月 8 日 68 NA 2 70 

Event (活動) Date（日期） 

 Chinese New Year lunch (春節午餐) 1/29 

 Good Friday (受難節晚上聚會) 4/07 

 Easter (復活節) 4/09 

 Picnic (野餐) 4/30 

 Mother’s Day (母親節) 5/14 

 Father’s Day (父親節) 6/18 

 Mid-year family meeting  

 (年中教會家庭時間) 
6/25 

 Church retreat (退修會) 9/22 – 9/24 

 Thanksgiving lunch (感恩節聚餐) 11/19 

 Christmas Activities (聖誕節活動) 
 (i.e. caroling, gift delivery, etc.)  

12/09 

 Year end family meeting 

 (年終教會家庭時間) 
12/17 

 Christmas joint worship 

 (聖誕節聯合崇拜) 
12/24 

 New Year Eve prayer meeting 

 (除夕夜祈禱會) 
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