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

團契和小組

我們的異象和使命

異象
我們的異象是榮耀神，藉著福音更新的大能使萬民成為門徒，從本市直到地極。
使命（五個 “M”）
我們的使命是栽培愛耶穌和為耶穌而活的門徒。我們的策略是集中教會的資源和盡力幫助人:
1. 認識耶穌 (Meet Jesus)
2. 在耶穌裡成長 (Mature in Jesus)
3. 為耶穌事奉 (Ministry for Jesus)
4. 為耶穌宣揚 (Missional for Jesus)
5. 為耶穌增長 (Multiply for Jesus)
我們的DNA
A. 以福音為中心.
B. 倚靠聖靈禱告
C. 生命影響生命
D. 釋經式教導
E. 焦點向外
我們按照這個使命設定了崇拜、小組、選擇領袖以至宣教的方向。

歡迎蒞臨溢樂華人浸信會！我們是一群以基督耶穌為中心，在生命、愛和家庭三方面
，能達到真的地步，幫助自己和別人成為基督的門徒的人！我們的成員包涵不同年齡
，均十分熱愛我們的三藩市社區。我們也希望能幫助鄰居認識福音、知道萬物由神所
創造，以致各人承認耶穌是神！當你來到我們的教會，你會發現我們所注重的三樣事
情，就是主日崇拜、小組聚會和一同侍奉。原因是當我們同心的敬拜，透過小組生活
不斷成長，繼而服務我們的群體和社區時，便造就了更多主耶穌的門徒！無論你的基
督徒生命處於那一個階段和有什麼需要，都歡迎與我們聯絡，我們樂於與你在信仰的
路上同行！

願主的恩典和平安常與你同在！
溢樂華人浸信會上

團契和小組
溢樂華人浸信會是很大的教會，有時很難深入認識和與其他弟兄姊妹建立關係。在團
契和小組裡我們可以效法基督彼此相愛、學習、鼓勵和彼此關顧。我們同時發現門徒
訓練不能單獨的完成，而是透過群體生命成長。因此，我們希望溢樂華人浸信會眾團
契和小組，能幫助他們認識基督、成長、參與事奉和宣教事工，訓練更多門徒。

聯繫

3638 Lawton Street, San Francisco | 415-665-5550info@sunsetchurchsf.org                        scbcsf.org

小組 對象 時間 地點 聯絡人

非比姊妹小組 女士 第1、3週日
2:30pm 教育樓6號室 Joyce Tso

心靈支家 有心靈病患家人的人
士 第2週日1:30pm 附屬樓 Tyrone Yip

關懷者支持小組 參與事奉人士 每月最後週日
1:00pm 附屬樓

Tyrone Yip & Cathy Lau-
Cheng

恩樂小組 育有成年子女人士 第1、3週二
8:00pm 教會地下大堂 Kim Ng

以斯帖姊妹小組 女士 第2、4週二
9:30am 教育樓6號室 Karen Ling

益康團契小組 年長及退休人士 第3、4週三
10:00am 教育樓 Kin Chuck Sit

磐石小組 育有成年子女人士 第2、4週五
8:00pm

Millbrae family 
home Victor & Grace Yan

頌欣小組 育有青年子女家庭 第2、4週五
8:00pm 附屬樓 Meisze Cheung

亞居拉夫婦小組 年輕夫婦尚未有子女
家庭

第1、3週六
11:00am 附屬樓 Jia Cheng Huang

同路人癌友關懷
小組 癌病患者及其家人 第2週六10:00am 附屬樓

Freeman Kam & Eva 
Kam

Amazing group 育有青年子女家庭 第2週六7:30pm Sunset family 
home Ken & Shirla Lai

合一小組 育有青年子女家庭 第2週六 8:00pm Sunset family 
home Danny Wong

團契 對象 時間 地點 聯絡人

心愛家庭團契 育有成年子女家庭 第2、4週日
1:00pm 教育樓 Lei-chun Wang

益康團契 年長及退休人士 週五10:00am 教育樓禮堂 Kin Chuck Sit

CYAF 團契 大學及職青 週五7:30pm 附屬樓 Joyce Chan

弟兄團契 男士 週五 8:00pm 教會地下大堂 Peter Cheng

TGIF姊妹團契 女士 週五 8:00pm 教會二樓禱告室 Acker Yip

多加姊妹團契 女士 第1、3週六
9:00am 教育樓6號室 Gloria Hong & Joann 

Leong

喜樂家庭團契 育有15歲以下子女家
庭

第1、3週六
5:00pm 教育樓 Angeli Ho & Victor Chan

仁愛家庭團契 育有成年子女人士 第2、4週六
6:30pm 教育樓 Thomas & Margie Fong

http://scbcs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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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部崇拜時間
早上8時半 – 崇拜中心
早上11時半 – 崇拜中心

中文部崇拜時間
早上10時正 – 崇拜中心
早上11時半 – 教育樓禮堂

青少年主日學
早上10時至11時15分

兒童事工 (學前至五年級)
早上8時半/ 10時

托兒服務 (零至二歲)
早上8時半至中午11時30分

兒童活動 – ce@sunsetchurchsf.org
青少年活動 – youth@sunsetchurchsf.org

聖餐
每月第一個主日於各崇拜中舉行.

聯絡我們
1(415).665.5550

info@sunsetchurchsf.org
scbcsf.org

溢樂華人浸信會主日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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