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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崇拜：主日上午 9:30, 11:15 

英文崇拜：主日上午 9:30, 11:15 

禱  告  會：週三晚上 8:00, 主日下午 1:00 

傳揚基督 
為主而活  

2020 年主題 

啟：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 

應：要向耶和華歌唱，稱頌祂的名，天天傳揚祂的救恩。在列邦中 

  述說祂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祂的奇事。 

啟：我要歌唱耶和華的慈愛，直到永遠。我要用口將祢的信實傳與 

  萬代。 

應：耶和華阿，我要在萬民中稱謝祢，在列邦中歌頌祢，因為祢的 

  慈愛，大過諸天。祢的誠實，達到穹蒼。 

啟： 神阿，願祢崇高，過於諸天，願祢的榮耀，高過全地。 

應：我的 神，我的王阿，我要尊崇祢，我要永永遠遠稱頌祢的名。 

  我要天天稱頌祢，也要永永遠遠讚美祢的名。 

啟：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其大無法測度。 

應：這代要對那代頌讚祢的作為，也要傳揚祢的大能，我要默念祢 

  威嚴的尊榮，和祢奇妙的作為。 

啟：耶和華有恩惠、有憐憫、不輕易發怒、大有慈愛。 

應：耶和華阿，祢一切所造的，都要稱謝祢。祢的聖民，也要稱頌 

  祢，傳說祢國的榮耀，談論祢的大能。 

啟：祢的國是永遠的國，祢執掌的權柄，存到萬代。 

應：我的口要說出讚美耶和華的話，惟願凡有血氣的，都永永遠遠 

  稱頌祂的聖名。 

啟：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應：耶和華我的 神哪，祢為至大，祢以尊榮威嚴為衣服。 

啟：願耶和華的榮耀存到永遠。願耶和華喜悅自己所造的。 

齊：我要一生向耶和華唱詩，我還活的時候，要向我 神歌頌。願 

  祂以我的默念為甘甜，我要因耶和華歡喜。阿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錄自：詩 96:1-3; 89:1; 108:3-5; 145:1-5,8,10-11,13,21; 104:1,31, 33-34）  

啟應文 本週信息 

肢體關懷代禱ˍ 

合神旨意的人  

      阮 雄長老  

1. 經文：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

們所定的旨意。  
 
2. 經文結構  

A. 對牧者：愛心尊重 5:12-13 

B. 對眾人：和睦，警戒，扶助，忍耐 5:14-15 

C. 生命特徵：喜樂，禱告，謝恩 5:16-18 

C’ 生命塑造：聖靈的感動，先知的講論 5:19-20 

B’ 對事情：持善拒惡 5:21-22 

A’ 對父神：全然成聖 5:23-24 

3. 結論  

 1) 活出信徒的特徵 

    (1)  「喜樂」帶出見証 

    (2)  「禱告」帶來更新 

    (3)  「謝恩」導致蒙恩 

  2) 渴望被神的話和聖靈塑造 

    (1)  「聖靈感動」帶來行動 

    (2)  「先知講道」領受真道  

家庭分區聚會一覽 
1. 感謝神，本週將有 13 位弟兄姐妹受洗，歸主名下，請為進行程序禱告。   

2. 感謝神，弟兄姐妹參加北聖“馬太福音釋經與應用”課程圓滿結束。  

3. 感謝神，弟兄姐妹參加北聖“實用希伯來文(一)”課程圓滿結束。  

4. 請為劉長老的腦部手術後已平安出院，繼續為他完全康復禱告。 

5. 請為林柯淑英伯母安息主懷禱告，求主安慰伯母的家人。  

6. 請為林枝泉伯伯因心臟不適住院禱告，同時也為伯母身體非常軟弱，

求主醫治。  

7. 請為泰北何馬小芸師母事奉的清萊有兩人確診新冠肺炎禱告， 求主醫

治。  

8. 請為 Tommy 弟兄搬家後繼續需要洗腎和 Lisa 姐妹有力量服侍禱告。  

9. 請為卓師母需要血液科進一步的檢查及關節仍然疼痛禱告，求主醫治 

10. 請為最近疫情激增，弟兄姊妹的出入平安及工作蒙保守禱告。    

11. 請為需要找工作和轉換身份的弟兄姊妹禱告。   

12. 請為居住在養老院和老人公寓的長者們的防疫和健康平安禱告。 

 

 

聚會時間 地點 分區聯絡電話  & 負責同工 

週五 7:30-9:30pm South San Jose 恩慈牧區 

區長：張英君長老 (408)821-2779 

卓爾君牧師 (408)569-9399 週五 7:00-10:00pm Milpitas  

週五 7:45-9:45pm Cupertino 一 喜樂牧區  

區長：鄧延平弟兄 (408)506-7752  

鄭篤安弟兄  (408)962-0323  

週五 7:30-9:30pm Cupertino 三 

週五 8:00-11:00pm Cupertino 四 

週五 7:30-9:30pm Cupertino 二 和平牧區  

區長：崔雨生長老  (408)252-7388 週五 8:00-10:00pm Saratoga 二 

週五 7:30-9:30pm Palo Alto 二 信實牧區 

區長：張興遠弟兄、 

王繼君姊妹  (650)862-9986  

週五 7:45-9:30pm Palo Alto 三 

週五 7:45-9:45pm Sunnyvale 

週五 8:00-10:00pm West San Jose 一 
仁愛牧區 

區長：滕永光長老  (650)861-1667    

神差衪獨生子到世間

來、使我們藉着衪得

生、神愛我們的心、 

在此就顯明了。 

                      
                     約翰壹書 4:9  

神注目觀看人的道路， 看

明人的腳步。沒有黑暗、

陰翳能給作孽的藏身。   
                
                約伯記 34 :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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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長老 

阮 雄 長老   王景仁 長老   張英君 長老   王向紅 長老  

李增海 長老   姚 堅 長老   梁寶德 長老   崔雨生 長老  

葉偉明 長老   滕永光 長老    

中文教牧 

關國瑞 牧師   趙武夷 長老   卓爾君 牧師 

張仕儒 牧師   黃宜珍 傳道   姜平凡 傳道 

李 昊 傳道   冉茂圻 傳道   王天琴 傳道 

英文教牧 

兒童事工 

本月經訓 本週背誦經文  



 主日崇拜程序 

團契 日期 時間 內容 負責同工 

青橄欖 12/8 10:00am 疫情暫停 石天衛 (408)281-8537 

姊妹 12/10 9:30am 查經    趙慕菡 (408)252-7388 

學生 12/11 7:00pm 查經 曾子恩 (510)930-8801 

活水 12/11 7:30pm 查經 朱 婧 (408)832-3986 

同行 12/11 7:30pm 查經 張冬陽 (512)550-9212 

家庭分區 12/11 7:30pm 查經 鄧延平 (408)506-7752 

神州 12/12 7:00pm 查經 姜培林 (217)898-0157 

青年團契 12/12 5:00pm 查經 

類辰然 (469)279-8333  

李志鵬    (415)308-3322 

牟勁松 (415)265-8215 

本家防疫措施通告   
  隨著肺炎疫情於聖塔克拉拉縣的變化，並為了弟兄姊妹的健康，本
家將密切配合美國 CDC 與州政府建議，十二月份調整聚會如下：   
使用 Zoom ID 線上聚會時，請加上密碼 2020。 

1. 主日聚會： 

 請弟兄姊妹全部在家參加第一堂（9:30am）線上直播崇拜，您可 

 使用以下方式：  

  （a）建議使用 Youtube Live，請點擊 hoc5.org/live  

 （b）若有 Zoom 可以按此連結 https://us02web.zoom.us/

j/164198073?pwd=WkJ6QUpxRjVteVREWGF0WFJMZGg0Zz09  
 （c）電話撥打 669 900 9128 接通後，輸入會議 ID : 164 198 073# 
2. 成人主日學 ：所有成人主日學於第二堂 10:45am 開始，使用 Zoom 

線上聚會，請弟兄姊妹參加第一堂崇拜直播後，繼續參加第二堂各班
主日學。 Zoom 會議 ID 如下： 

 詩篇與禱告： 825 2783 9116  慕道班： 824-901-538  
 新約縱覽下： 844 3536 5584  路加福音 ： 815 7030 5475  
 箴言選讀 ： 886 5460 3231 幸福門訓上 ： 164 198 073  
 啓示錄 ： 845 6797 1463  
3 禱告會： 

      A. 週三與週日禱告會採用 Zoom 遠程聚會形式  
      B. 每週一到週五早上 8:30-9:00AM，有晨禱會「Prayer Zoom」，先 
         由牧長分享經文後分組禱告，歡迎弟兄姊妹參加並可提出特別代 
         禱事項。  

      （a）若有 Zoom 可以按此連結 https://us02web.zoom.us/

j/164198073?pwd=WkJ6QUpxRjVteVREWGF0WFJMZGg0Zz09 
     （b）或電話 669 900 9128 輸入 ID : 164 198 073#密碼 2020 
4. 教會 2021 年執事名單如下：(新提名)姜培林、Yuan Chou、劉贇、 洪

維祺、李志鵬。(續任) 陳熙灝、劉燕萍、張津、竇秀梅、朱婧、潘台鍾、
林志龍、林曉、時光、劉嵩、Dennis Yau、David Chang (張康德)、Evelyn 
Chu、葉兆良。 (新任) 史勝、李萬光、倪福元、梅笑春、單建平、潘彼
得、鄧延平、戴慧昱、曲喆、楊元豪、金發宏、吳學東、徐學軍、張華
英、 類辰然、Ken Eng、Harry Look、Keaton Chiu、Sarah Chang、
Johnny Chen、Christina Ho。  

5. 成人主日學冬季班（12-2 月）邀請您報名參加 ，詳情訪問：教會主日

學網頁 - https://hoc5.us/ch/sunday-school/ 。 

6. 歡迎「幸福小組 BEST 回家」的慶典於本主日下午 2:00 在網上舉行。 

ZOOM ID : 164 198 073  密碼 :  2020。 

7. 教會年會定於 12/13(下主日)下午 1:30 網上舉行，屆時有事工的回顧

前瞻和接納新年度的執事。ZOOM ID : 164 198 073  密碼 :  2020。

之後分發 2021 年曆時間：每週二、四、日 @5:15pm-6:00pm。 

8. 司提反事工招募關懷使者，報名截止日期是 12/6(本主日)，詳情請上

網： hoc5.org/sm。  

《每週宣教代禱》：印度的印度教徒占絕大多數，基督徒的數目大約占

5%。當地有 18 種主要語言及千百種的鄉語，方言，宣教挑戰很大。求

神復興南印度的基督教會，激勵他們消除對傳揚福音的冷漠，火熱地排

除萬難，為主贏得更多的印度人。  

報告事項 聖工輪值表 

上週禱告會(網上)：週三 53 人 主日晨禱 15 人 週間晨禱 28 人主日下午 6 人  

本週 第一堂 

講員 阮 雄長老                

司會 張英君長老 

領唱       

堂務  

司琴  

迎新   

影音 影音同工 

燈光 燈光同工 

  

  

下週 第一堂 

講員 張仕儒牧師  

司會 葉偉明長老     

領唱       

堂務  

司琴  

迎新   

影音 影音同工 

燈光 燈光同工 

  

  

上週人數  

中文崇拜     網上： 1194 

英文崇拜 網上： 60 

兒童崇拜 網上： 61 

本主日下午事工： 

事工 時間 講員/負責人 地點 

教會禱告會 1:00-2:00pm 崔雨生長老 Zoom 

活石團契   1:15-3:15pm 丘漢杰弟兄 Zoom 

跟隨耶穌 《主題：權能的話語  》 1:15-3:15pm 潘彼得弟兄 Zoom 

上週奉獻  

一般奉獻 37,702.00 

宣教奉獻 500.00 

建堂奉獻 320.00 

愛餐奉獻 200.00 

  

  

 第一堂   

1 宣召         詩篇 68 : 5 - 6 司會 

2 敬拜              耶穌已得勝           會眾 

3 牧禱  會眾 

4 啟應文           3    感恩稱頌   會眾 

5 獻詩               我確信            詩班 

6 證道         合神旨意的人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  

阮 雄長老   

7 聖餐 會眾 

8 奉獻/禱告          

                           

會眾 

9 家訊  司會 

10 祝福   牧長 

本週各團契聚會 

http://hoc5.org/live
https://us02web.zoom.us/j/164198073?pwd=WkJ6QUpxRjVteVREWGF0WFJMZGg0Zz09
https://us02web.zoom.us/j/164198073?pwd=WkJ6QUpxRjVteVREWGF0WFJMZGg0Zz09
https://us02web.zoom.us/j/164198073?pwd=WkJ6QUpxRjVteVREWGF0WFJMZGg0Zz09
https://us02web.zoom.us/j/164198073?pwd=WkJ6QUpxRjVteVREWGF0WFJMZGg0Zz09
https://hoc5.us/ch/sunday-school/
http://hoc5.org/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