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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道筆記 

肢體關懷代禱 

啟應讀經 

 

 

 

 

 

 

 

 

 

 

 

 

啟：在伯利恆之野地裏有牧羊的人，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群。 

應：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牧羊的人 

  就甚懼怕。 

啟：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 

  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應：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 

  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然而我蒙了憐憫。 

啟：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是 神在肉身顯現， 

應：被聖靈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 

  榮耀裡。 

啟：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祂本來富足，郤為你們成了 

  貧窮，叫你們因祂的貧窮，可以成為富足。 

應：從祂豐滿的恩典裏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啟：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的兒女。 

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 

  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啟：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 

  至滅亡，反得永生。 

應：因為 神差祂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 

  人，因祂得救。 

啟： 神差祂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祂得生， 神愛我們的 

  心，在此就顯明了。 

應：不是我們愛 神，乃是 神愛我們，差祂的兒子，為我們的罪 

  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啟：人有了 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 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齊：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獨一 

  的 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 
（錄自：路 2:8-11; 提前 1:15; 3:16; 林後 8:9; 約 1:16,12,14; 3:16-17; 約壹 4:9-10; 5:12; 提前 1:17  ) 

1. 感謝神，鄉福短宣隊在台灣嘉義東石和雲林褒忠的服事，已圓
滿結束，求主保守弟兄姐妹平安返回灣區。 

2. 感謝神，伊索比亞貧困兒童的助養行動有 250 多位弟兄姐妹們

踴躍報名參與。  
3. 感謝神，同工們忠心的服事傳福音第五期幸福小組圓滿結束。 
4. 感謝神， 蕭淑娥姐妹在醫院接受點水洗禮。繼續為她能吞嚥和

身體的狀態平穩禱告。   
5. 請為羅符卿伯伯安息主懷禱告，求主安慰伯母及家人。  

6. 請為黃晨姐妹心臟不適住院禱告，求主醫治保守早日康復。 
7. 請為徐文菊伯母身體無力，記憶力衰退禱告。   
8. 請為弟兄姐妹天氣轉冷，伴隨著疫情和流感中的生活健康禱告。 
9. 請為感染新冠的弟兄姊妹能早日康復禱告。                   
10.請為孩子們開始回校實體上課的平安，及長者接受加強針的平

安，和副作用減輕禱告。      

11.請為需要找工作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預備。 

12.請為懷孕的姐妹代禱： Ivy。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
生，有一子賜給我們，
政權必擔在祂的肩頭
上。祂名稱為奇妙策
士、全能的 神、永 
在的父、和平的君！    

             以賽亞書 9 : 6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
憫的心 ，彼此饒恕，正
如 神在基督裡饒恕了
你們一樣。  

            以弗所書 4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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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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平凡 傳道   李 昊 傳道 

冉茂圻 傳道   王天琴 傳道   王慕亮 牧師 

英文教牧 

兒童事工 

本月經訓 本週背誦經文  

禱告會 (網上)：週三 36 人主日晨禱 8 人 週間晨禱 21 人主日下午 11 人 

上週聚會人數  

中文崇拜 網上 : 255 / 實體 : 270 

英文崇拜 網上 +  實體： 110 

兒童崇拜 實體： 29 

下午中文崇拜實體 36 ＋兒童： 7 

上週奉獻  

一般奉獻 37,553.00 

宣教奉獻 1,215.00 

建堂奉獻 470.00 

賑災奉獻 700.00 

愛心奉獻 200.00 

外展奉獻 350.00 

疫情奉獻 50.00 



 主日崇拜程序 

牧區/團契 日期 時間 專題； Zoom ID/ 密碼 負責同工 

活石牧區 12/18 3:00pm 
查經； 

530 894 375 / 7086  
李鳳玲  (408) 668-5528  

青橄欖 12/21 10:00am 
分享：關國瑞牧師     
8316 0823 848 /2021  

韓 源 (408)921-7580 

姊妹 12/22 9:30am 放假  徐蔚琴 (408)429-3129 

學生牧區 12/23 7:00pm 查經 文 言 (408)987-1496  

活水牧區 12/23 7:30pm 查經 林 暁 (408)568-9530 

同行牧區 12/23 7:30pm 查經  李樹標 (408)203-6048 

家庭分區牧區 12/23 7:30pm 查經 鄧延平 (408)506-7752 

神州牧區 12/24 7:00pm 查經 姜培林 (217)898-0157 

青年牧區一 

青年牧區二 
12/24 5:00pm 查經 

史 勝 (408)685-2184  

類辰然 (469)279-8333  

使用 Zoom ID 線上聚會時，請加上密碼 2020。 

1.  真道學房： 2023 第 1 季 (1-3 月) 課程已開始報名  
 ◆真道學房網頁： hoc5.us/ch/bibleschool 或 hoc5.us 點擊「真道學房」 
本季進行中課程使用 Zoom 線上聚會，會議 ID 如下：                             

   主日 11:00am-12:30pm    

 約翰一二三書 ： 811 9628 6054   

  週間： 
 週一 8:00-9:30pm 以賽亞書 ： 948 4893 6393  

 週一 8:00-9:30pm 活用聖經 ： 960 3969 1066  

 週二 8:00-9:30pm 系統神學-聖靈論/末世論 ： 910 9643 5254  

 週四 7:30-9:00pm 生命更新-下 ： 819 1370 0015  

 週四 8:00-9:30pm 認識和參與跨代事工 ： 965 3759 9363   

 週五 7:00-8:00am 慕道班-智慧的開端： 824-90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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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多功能廳和 A 樓 B9 ：任何課程        
 - A 樓 B7 : 約翰一二三書   
2.  禱告會：週三(8:00pm)，週日禱告會(1:00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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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年度第四次洗禮於本主日崇拜後 11:30am 在舊堂舉行浸禮。接受

洗禮者為：周維勳姐妹、王研弟兄、牛小川弟兄、李興建弟兄、蔣蕪
姐妹、蘇斐琦姐妹、吳劍姿姐妹、陳姝睿姐妹，願一切榮耀歸於父
神！洗禮結束後 12:30pm 有午餐供應 。 

4. 教會年會於 12/25 主日崇拜後 11:00am 舉行。之後分發 2023 年曆。 
5. 教會半宵見證禱告會於 12/31(週六)晚上 10:00 在新堂舉行，歡迎弟

兄姊妹預備見證踴躍參加。ZOOM ID : 164 198 073  密碼 :  2020。
12/28 週三禱告會暫停一次。 

6. 教會 2023 年執事名單如下: (新提名) 饒若式、林揚超、殷永峰、程
竹章、張暉、Wendy Chung、Kelvin Wong、Melody Chen (新任) 
史勝、李萬光、倪福元、梅笑春、潘彼得、鄧延平、戴慧昱、金發
宏、張華英、 類辰然、姜培林、劉贇、 洪維祺、李志鵬 、汪宏濱、
Ken Eng、Keaton Chiu、Christina Ho、Yuan Chou (續任) 張冬
陽、李樹標、Jason Ye、陳熙灝、劉燕萍、竇秀梅、朱婧、潘台鍾、
林志龍、林曉、葉兆良、David Chang (張康德)。 

7. 聖誕音樂佈道會 Sandra Shen 姊妹主領「靈感的源頭 5 ：普世歡騰」

於 12/24 (週六) 晚上 7:00 舉行，歡迎弟兄姊妹邀請慕道友參加。 

8. 2022 年的報銷費須在 1/10/2023 前遞交，否則將被視為 2023 年的

支出，報銷表格電郵發送 AP@hoc5.org。 

9. 2022 年敎會奉獻收據：(A) 支票奉獻寄到敎會，以 12/31/2022 郵戳

為 2022 年的捐獻（不是支票上的日期）收據根據支票上地址通過郵

件發送 (B) Vanco 奉獻，收據根據 Vanco 電子郵件地址電郵發送。

更新地址或電郵地址，請 1/7/2023 前電郵 hoc5acc@gmail.com  

(C) 經由 PayPal Giving Fund 和 PayPal 奉獻，教會不另發收據(D) 股

票奉獻者，將姓名、地址電郵給教會財務組 hoc5acc@gmail.com, 

以便同工聯繫您並寄上收據。    

報告事項 聖工輪值表 

本週 上午堂 (實體/網上崇拜) 下午堂 (實體崇拜) 

講員 張仕儒牧師 姜平凡傳道 

司會 張英君長老 滕永光長老 

領唱 敬拜團     王帥 孫頤  

堂務   

司琴 劉佳慧 曹律   

迎新  主日事奉團隊  王向紅 姚曉霞  

影音 鄒肇徽 劉樂群    張娜芬 劉嵩 

燈光 林志龍  謝明 陳正為  

   

下週 上午堂  (實體/網上崇拜) 下午堂 (實體崇拜) 

講員 趙武夷長老   趙武夷長老   

司會 李增海長老  史 勝弟兄     

領唱 敬拜團     孫頤 龔木維 兒童獻詩   

堂務   

司琴 張前琇 曹律 

迎新  主日事奉團隊  王向紅 姚曉霞  

影音 鄒肇徽 劉樂群    張娜芬 劉嵩 

燈光 林志龍 謝明 陳正為  
本週各牧區/團契聚會 

《每週宣教代禱》 

俞德莉 Terry Yu - ISI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c.) 

Terry 負責 De Anza & Foothill College 的國際學生團

契(ISF)，每季國際學生新生訓練時，都舉辦迎新會，

歡迎新生並介紹 ISF，有學生因此接觸福音信主、受

洗、參與教會服事，並帶領其他學生信主。代禱事

項： 1）ISF 每週四晚上聚會，大部分的學生都不是基

督徒，請禱告福音的種子撒在他們心裡，他們也願意

打開心門接受福音。2）想知道更多資訊請到網站：

terryyu.weekly.com。 

 上午堂 9:30am 下午堂 1:30pm 

牧者歡迎、家訊、靜默過場 (影片) 

宣召 詩篇 97 : 10 詩篇 97 : 10 

敬拜 
充滿在這裡   

深深地敬拜  

祢是我的一切   

我的生命獻給祢 

牧禱/迎新/報告 /奉獻禱告  

啟應讀經 06 道成肉身       06 道成肉身  

詩班獻詩   聖誕恩典  

世界展望會兒童資助影片 (World Vision - Chosen Reveal)  

證道 

「道成肉身 」的基督徒  

經文：太 16:24; 约 1:14,  

 6:38, 14:30-31; 加 2:20 

( 張仕儒牧師 )  

為神所用成就大事  

經文：路加福音 1:5-49 

( 姜平凡傳道 ) 

回應詩歌   我的生命獻給祢  我的生命獻給祢 

祝福-阿門頌 

https://hoc5.us/ch/bibleschool/
https://us02web.zoom.us/j/164198073?pwd=WkJ6QUpxRjVteVREWGF0WFJMZGg0Zz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