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40/10420 Bubb Rd, Cupertino, CA 95014 

Tel:  (408) 996-8208       www.hoc5.org 

 

聚會時間調整及教會重開進度 

請看網站： Hoc5.us/reopen 

(原成人主日學) 

啟：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祂的話必常在我口中。 

應：我的心必因耶和華誇耀，謙卑人聽見，就要喜樂。你們和我當 

  稱耶和華為大，一同高舉祂的名。 

啟：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 

應：我們要來感謝祂，用詩歌向祂歡呼。因耶和華為大 神，為大王。 

啟：我要以詩歌讚美 神的名，以感謝稱祂為大。 

應：在列邦中述說祂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祂的奇事。因耶和華為 

  大，當受極大的讚美。 

啟：耶和華阿，我要在萬民中稱謝祢，在列邦中歌頌祢。 

應：因為祢的慈愛，大過諸天，祢的誠實，達到穹蒼。 神阿，願 

  祢崇高，過於諸天，願祢的榮耀，高過全地。 

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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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其大無法測度。這代要對那代頌 

  讚祢的作為，也要傳揚祢的大能。 

啟：我要默念祢威嚴的尊榮，和祢奇妙的作為。人要傳說祢可畏之 

  事的能力，我也要傳揚祢的大德。  

應：他們記念祢的大恩，就要傳出來，並要歌唱祢的公義。耶和華 

  有恩惠，有憐憫，不輕易發怒，大有慈愛。 

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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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好叫世人知道祢大能的作為，並祢國度威嚴的榮耀。祢的國是 

  永遠的國，祢執掌的權柄，存到萬代。阿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錄自：詩 34:1-3;95:1-3;69:30;96:3-4;108:3-5;145:1-8,10-13﹚  

啟應文 本週信息 

肢體關懷代禱 

為誰戰爭？ 

經文：撒母耳記上 4 : 1-11                                       張仕儒牧師                                                   

 

 

 

 

 

 

 

 

 

 

 

 

 

 

 

 

 

 

家庭分區聚會一覽 
1. 感謝神，鍾景林伯伯左腿疼痛已康復，求主繼續保守每天三次的洗

腎。  

2. 感謝神，何馬小芸師母已經平安從泰國來到灣區。 

3. 請為卓師母的父親安息主懷禱告，求主安慰師母及家人。 

4. 請為張興遠弟兄的母親安息主懷禱告，求主安慰弟兄及家人。 

5. 請為呂厚昌弟兄的父親安息主懷禱告，求主安慰弟兄及家人。 

6. 請為蔣朱雅蘭伯母脊椎骨裂手術後的康復禱告，求主保守醫治。 

7. 請為李蕴春姊妹的母親患胰贜癌及未信主禱告，同時為姊妹回國探

望的相關事宜禱告。  

8. 請為李美容姐妹的父親左邊腎上腺腫瘤的治療禱告，求主憐憫醫治。  

9. 請為孩子們開始接受注射疫苗，及長者接受加強針的平安，及副作

用減輕禱告。     

10.請為需要找工作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預備。 

11.請為弟兄姊妹因事故必需出門的行程平安禱告，求主保守。 

12.請為懷孕的姐妹代禱：李亞卿、黎靜、劉漠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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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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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9:4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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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祢救我的命免了

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     

淚，救我的腳免了跌

倒。我要在耶和華面前

行活人之路。   

               詩篇 116:8-9  

以色列原來愛約瑟過

於愛他的眾子，因為

約瑟是他年老生的； 

他給約瑟做了一件彩

衣。  

               創世記 37:3                    

                                              

第 1327 期 

2021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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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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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主日學自秋季班起改名為「真道學房」， 

課程請看 hoc5.us/ch/bibleschool  



 主日崇拜程序 

團契 日期 時間 內容 負責同工 

青橄欖 11/23 10:00am 疫情暫停 石天衛 (408)281-8537 

姊妹 11/25 9:30am 放假  徐蔚琴 (408)429-3129 

學生 11/26 7:00pm 查經 王以勒  (408)784-5841 

活水 11/26 7:30pm 小組自行安排活動  林 暁 (408)568-9530 

同行 11/26 7:30pm 查經 張冬陽 (512)550-9212 

家庭分區 11/26 7:30pm 小組自行安排活動 鄧延平 (408)506-7752 

神州 11/27 7:00pm 查經 姜培林 (217)898-0157 

青年團契 11/27 5:00pm 查經 

類辰然 (469)279-8333  

李志鵬    (415)308-3322 

牟勁松 (415)265-8215 

使用 Zoom ID 線上聚會時，請加上密碼 2020。 

1. 主日聚會： 

 第一堂 9:30am 實體崇拜 ，同時也採用 live streaming 進行線上直

播，可使用以下方式之一來參加敬拜：  

  A. 使用 Youtube Live，請點擊 hoc5.us/ch/live 

 B. 使用 Zoom 請用此連結 hoc5.us/zoomlive 

 C. 電話撥打 669 900 9128 ，然後輸入會議 ID : 164 198 073# 

2. 真道學房 (成人主日學)： 

      報名詳情網頁： hoc5.us/ch/bibleschool 或 hoc5.us 點擊「真道學房」      

      (a)使用 Zoom 線上聚會，會議 ID 如下：                         

    第一堂 ( 9:30am )     第二堂 ( 11:00am )     

 基督生平 : 844 3536 5584   基要真理 : 709 430 948  

 箴言精讀 : 886 5460 3231   聖經綜覽-2 : 815 7030 5475   

           教牧書信/腓利門書: 825 2783 9116  

          生命更新下(幸福門訓下) : 819 1370 0015 

     週一晚上(8:00pm) 小組佈道與牧養下(幸福大學下) :  810 4650 0358                                              

     週二上午(9:30am) 創世記 ： 832 9359 2194   

     新增課程 : 10/6 - 12/8 ; 週三清晨(6:00am) 創世記 : 832 9359 2194  

      (b)主日課程實體教室通知： 參加第一堂實體崇拜的弟兄姊妹，可 

      在教會安排的教室上網參加。 

     請自帶電腦/手機/耳機上網參加課程， 並遵守防疫安全規定。 

     • B 樓多功能廳：任何課程  

      • A 樓 B9 ：聖經綜覽-2  • A 樓 B7 ：教牧書信/腓利門書 

       • A 樓 B5 ：基要真理  • A 樓 B3 ：生命更新下 

3 禱告會：週三，週日禱告會和每週一到週五早上 8:30-9:00AM 晨禱

會，採用 Zoom 遠程聚會形式  

      （a）若有 Zoom 請用此連結 hoc5.us/zoomlive 

     （b）或電話 669 900 9128 輸入 ID : 164 198 073#密碼 2020    
4. 教會新修正的憲章和會章張貼於新、舊大堂的走廊上供弟兄姐妹閱覧。  
5. 教會會友大會於 12/26 主日崇拜後(實體/Zoom)舉行，因疫情緣故， 會

中關於【新會章投票】將採用通訊投票 ，請本家會友(於本家受洗和接納
加入本家會籍申請者)先在投票網站登記 hoc5.us/vote2021，之後您將收
到投票連結進行投票或聯絡教會辦公室，取得實體票卷投票。  本次新會
章投票為教會重要事項，邀請會員為大會禱告和踴躍參加投票。 

6. 教會 2022 年執事名單如下：(新提名)張冬陽、李樹標、Jason Ye。(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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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Chang (張康德)、Evelyn Chu、葉兆良。 (續任) 史勝、李
萬光、倪福元、梅笑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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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培林、劉贇、 洪維祺、李
志鵬 Ken Eng、Harry Look、Keaton Chiu、Sarah Chang、Johnny 
Chen、Christina Ho、Yuan Chou。  

7. 華人差傳 ( CMC ) 2021 會議於 12/28-29 在網上舉行，主題：[破繭齊
出，同頌主榮 - 忠信基督，多結義果 ] 報名 https://www.thecmc.org/    

8. 教會洗禮定於 12/19 主日下午舉行，並恢復採用浸禮儀式。凡已清楚
得救，請先參加慕道班或基要真理班，並預備得救見證，可向各牧長
或傳道人報名。     

 

報告事項 聖工輪值表 

上週禱告會(網上)：週三 55 人主日晨禱 12 人 週間晨禱 28 人主日下午 7 人 

本週 第一堂 (實體崇拜) 

講員 張仕儒牧師 

司會 崔雨生長老 

領唱 敬拜團     

堂務  

司琴  

迎新   

影音 鄧貴鏗 易建春 趙容淳 王天琴 郭行宜 

燈光 林志龍  

  

下週 第一堂  (實體崇拜) 

講員 姜平凡傳道                   

司會 姚 堅長老   

領唱 敬拜團     

堂務  

司琴  

迎新   

影音 鄧貴鏗 易建春 趙容淳 王天琴 郭行宜 

燈光 林志龍 

  

上週人數  

中文崇拜   網上:1398 (包括實體 : 175) 

英文崇拜 網上 +  實體： 94 

兒童崇拜 網上：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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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08.00 

宣教奉獻 14,528.00 

建堂奉獻 20.00 

愛餐奉獻 740.00 

疫情奉獻 150.00 

愛心奉獻 100.00 

 牧者歡迎、家訊、靜默過場 (影片) 

1 宣召                       詩篇  77 ： 16 敬拜團 

2 敬拜                       諸天宣揚/榮耀神羔羊         

                               你愛永不變   

敬拜團 

3 牧禱 司會 

4 迎新/報告 /奉獻禱告 司會 

5 啓應文                   43 尊神為大  司會/會眾 

6 詩班獻詩               信徒齊來讚美真神      詩班 

7 證道                 為誰戰爭？ 
                               撒母耳記上 4 : 1-11  

張仕儒牧師   

8 回應敬拜               你愛永不變               敬拜團 

9 禱告/祝福  牧長 

10 阿門頌   敬拜團/會眾  

11 殿樂  敬拜團 

本週各團契聚會 

《每週宣教代禱》 

在伊朗有無數的初信者需要接受門徒訓練，訓練有素的

教會領袖相對少數。求神預備牧人及資源，幫助教牧領

袖連結國內外的門訓資源，造就門徒成為主合用的器

皿。  

https://hoc5.us/ch/live
https://us02web.zoom.us/j/164198073?pwd=WkJ6QUpxRjVteVREWGF0WFJMZGg0Zz09
https://hoc5.us/ch/bibleschool/
https://us02web.zoom.us/j/164198073?pwd=WkJ6QUpxRjVteVREWGF0WFJMZGg0Zz09
http://hoc5.us/vote2021
https://www.thecm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