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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堂信息 

肢體關懷代禱 

下午堂信息 

啟應讀經 

啟：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 

應：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 

啟：祂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 

應：我們卻以為祂受責罰，被 神擊打苦待了。 

啟：那知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應：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啟：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應：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 

啟：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應：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祂裏面成為 

   神的義。 

啟：你們得贖，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不是憑著能壞 

  的金銀等物。 

應：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 

啟：祂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 

  死，就得以在義上活。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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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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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基督照我們父 神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己，要救我們脫離這 

  罪惡的世代。但願榮耀歸於 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錄自：賽 53:4-6; 羅 5:6-8; 約 15:13; 林後 5:21; 彼前 1:18-19, 2:24; 加 1:4-5）  

經文：哥林多前書 9 : 19-23                                                   趙武夷長老                                                                                   

             
 

家庭分區聚會一覽 
1. 感謝神，基督之家聯合夏令會圓滿结束，弟兄姊妹們均得到造

就，並已平安回來。  

2. 感謝神，卓牧師的父親卓長老手術順利，繼續為他完全康復禱告  

3. 感謝神，莊雅萍姐妹的父親病情有好轉，並已轉到普通病房，繼

續為他信主和康復禱告。   

4. 請為泰北何馬小芸師母確診肝發炎禱告，求主憐憫醫治。  

5. 請為宣教士牛立成弟兄將前往印度短宣的準備禱告，求主預備一切

事奉所需。 

6. 請為付秀芳伯母白內障手術後眼睛受感染需要繼續治療禱告。  

7. 請為孫熙婧姊妹腸癌化療致體弱和憂鬱禱告，並記念未信主的家人 

8. 請為劉綉籃姊妹跌倒骨盆受傷， 手術後的康復並記念她需要聘請

護理禱告。  

9. 請為感染新冠的弟兄姊妹能早日康復禱告。    

10.請為孩子們開始接受注射疫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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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倩、王禹、李揚、Iv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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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人未曾信祂，怎能求

祂呢？ 未曾聽見祂，怎能

信祂呢？沒有傳道的，怎

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

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

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

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

美！       羅馬書 10 : 14-15       

這事誰肯依從你們呢？

上陣的得多少，看守器

具的也得多少；應當大

家平分。  

           撒母耳記上 30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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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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主愛激勵的人 

經文：哥林多前書 9 : 19-23                                                    趙武夷長老 

一 為要多得人，____  ____  ____  ____ 

 

二 總要救些人，____  ____  ____  ____ 

 

三 凡事為福音，____  ____  ____  ____ 

 

一 為要多得人，____  ____  ____  ____ 

 

二 總要救些人，____  ____  ____  ____ 

 

三 凡事為福音，____  ____  ____  ____ 

被主愛激勵的人 

 



 主日崇拜程序 

團契/牧區 日期 時間 專題； Zoom ID ；密碼  負責同工 

活石 8/7 3:00pm 查經； 530 894 375 ； 7086  李鳳玲  (408) 668-5528  

青橄欖 8/9 10:00am 
分享：張仕儒牧師        
8316 0823 848 ； 2021  

韓 源 (408)921-7580 

姊妹 8/11 9:30am 放假 徐蔚琴 (408)429-3129 

學生 8/12 7:00pm 查經 文 言 (408)987-1496  

活水 8/12 7:30pm 查經  林 暁 (408)568-9530 

同行 8/12 7:30pm 查經     李樹標 (408)203-6048 

家庭分區 8/12 7:30pm 查經 鄧延平 (408)506-7752 

神州牧區 8/13 7:00pm 查經  姜培林 (217)898-0157 

青年牧區一 

青年牧區二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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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聚會： 
 上午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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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季 7-9 月真道學房課程開始上課，鼓勵弟兄姊妹踴躍上課裝備

自己。詳情請訪問 https://hoc5.us/ch/bibleschool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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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811 9628 6054  羅馬書： 853 7067 5342  

  週間： 

 週一 8:00-9:30pm 小組佈道與牧養上： 810 4650 0358 - 7/11 開始  

 週一 8:00-9:30pm 舊約人物： 885 4673 3096  

 週二 6:30-8:00pm 宣教與教會： 823 4015 2747  

 週二 8:00-9:30pm 子女心-父母情： 844 4163 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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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四 7:30-9:00pm 使徒行傳： 836 2379 5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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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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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 羅馬書     - A 樓 B7 : 約翰福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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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新會章投票已於 7/24 主日崇拜後實體舉行並以 88%赞成順利通過。   

5. 本年度第三次洗禮定於 9 月 25 日（主日）下午舉行，凡清楚得救，

願意接受洗禮者，請先參加慕道班或基要真理班，並預備一份得救見

證，可向各教牧同工報名。  

6. 第 28 屆宣道年會將於 8/26-28 實體舉行，主題：「佳美的腳蹤」，

講員：江冠明牧師現任少數民族宣教中心主任。8/26(週五)和 8/27

(週六)晚上 7:30 聚會，8/28(主日)上午 11:00 真道學坊時間有宣教士

分享。請迫切禱告，並預備心參加。 

7. 本家中文學校即將在 8/20(六)開學，目前尚有名額，歡迎學前到九年

級學生報名，中文學校在週六下午上課。詳情請看 hoccs.org 。 

8. 教會兒童部新學年於八月第一個主日(本主日)恢復實體崇拜，同時五

年級學生升到英文堂崇拜： 

3 歲-幼稚園： 9:30am 在 A4 教室 

小學(1-5 年級)： 9:30am 在新堂 BBQ 室外的地方  

初高中(6-12 年級)： 9:30am 請參加在舊堂大堂的英文堂崇拜 

初高中主日學： 11:15am 在 A11 教室 

報告事項 聖工輪值表 

上週禱告會(網上)：週三 40 人主日晨禱 8 人 週間晨禱 27 人主日下午 8 人 

本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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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永光長老 李 昊傳道  

領唱 敬拜團     段小藝 龔木維 兒童獻詩  

堂務   

司琴 張前琇 曹 律   

迎新  主日事奉團隊  徐哲 李樹標 

影音 杜宏慶 張娜芬 林揚超  

鄒肇徽 易建春 王天琴  

杜宏慶 張娜芬 劉嵩 

潘台鍾 倪福元 鄧貴鏗 權培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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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冉茂圻傳道   王向紅長老   

司會 李增海長老 李 昊傳道  

領唱 敬拜團     池海波 王帥  

堂務   

司琴 趙慕菡 李雲仙  

迎新  主日事奉團隊  王安琪 Lucas 

影音 杜宏慶 張娜芬 林揚超  

鄒肇徽 易建春 王天琴  

杜宏慶 張娜芬 劉嵩 

潘台鍾 倪福元 鄧貴鏗 權培玉  

燈光 林志龍 謝明 陳正為  

上週人數  

中文崇拜   網上:1222 (包括實體 :193) 

英文崇拜 網上 +  實體： 95 

兒童崇拜 網上： 43 ；實體: 26 

下午中文崇拜實體 因退修會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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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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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18.00 

宣教奉獻 1,515.00 

建堂奉獻 20.00 

外展奉獻 50.00 

賑災奉獻 8,710.00 

  

  

本週各團契/牧區聚會 

《每週宣教代禱》 

為緬甸的未得之民禱告。 緬甸人口中有近 90%是

佛教徒，基督徒只佔 6%。近年政局動亂加上新冠

疫情，帶來社會治安的缺陷和經濟萎縮。求主憐憫

這裡軟弱無助的人們，聖靈親自引領。  

牧者歡迎、家訊、靜默過場 (影片) 

 上午堂 9:30am 下午堂 1:30pm 

宣召 詩篇 91 : 9 詩篇 91 : 9 

敬拜 我要看見             

當轉眼仰望耶穌        

醫治的愛 

活出愛 

牧禱/迎新/報告 /奉獻禱告  

啟應讀經 8 捨命之愛                             8 捨命之愛  

宣教影片 美中基督工人中心  

詩班獻詩 耶穌奇妙的救恩                

證道 被主愛激勵的人  

( 趙武夷長老 ) 

被主愛激勵的人 

( 趙武夷長老 ) 

聖餐   

回應敬拜  我要看見           活出愛 

禱告／祝福／阿門頌／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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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