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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道筆記 啟應讀經 

啟：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 

  音，我便有禍了。 

應：我若甘心作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 

  付我了。 

啟：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 

  人，為要多得人。 

應：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

的好處。 

啟：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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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應：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啟：一切都是出於 神，祂藉著基督使我們與祂和好，又將 

  勸人與祂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應：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 

  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的引到 神面前。 

啟：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 

應：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啟：祂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應：因為只有一位 神，在 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 

啟：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祂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 

齊：祂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又使我們成為 

  國民，作祂父 神的祭司。但願榮耀權能歸給祂，直到 

  永永遠遠。阿們。 

—————————————————————————- 

（錄自：林前 9:16-17,19,23; 羅 10:13-15,17; 林後 5:18; 西 

    1:28; 提後 4:2; 提前 2:4-6; 啟 1:5-6）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

凡事長進，連於元首

基督。                           

           以弗所書 4 :15   

          

天使說：你不可在這童子

身上下手。一點不可害

他！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   

神的了；因為你沒有將你

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

子，留下不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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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事工 

本月經訓 本週背誦經文  

禱告會 (網上) : 週三46人主日晨禱7人 週間晨禱19人主日下午8人 

上週聚會人數  

中文崇拜 網上 :191 / 實體 : 330 

英文崇拜 網上 +  實體： 82 

兒童崇拜 實體： 61 

上週奉獻  

一般奉獻 31,462.00 

宣教奉獻 1,015.00 

建堂奉獻 20.00 

外展奉獻 50.00 

愛心奉獻 50.00 

賑災奉獻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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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1:30pm 
查經； 
530 894 375 / 7086  

李鳳玲  (408) 668-5528  

青橄欖 2/14 10:00am 
分享：趙武夷長老          
8316 0823 848 /2021  

韓 源 (408)921-7580 

姊妹 2/16 9:30am 專題：社會福利   王秀華 (408)569-8243 

學生牧區 2/17 7:00pm 查經 文 言 (408)987-1496  

活水牧區 2/17 7:30pm 查經 
張華英 (408)636-3007 

陳熙灝 (408)799-9512 

同行牧區 2/17 7:30pm 查經  李樹標 (408)203-6048 

家庭分區牧區 2/17 7:30pm 查經 鄧延平 (408)506-7752 

神州牧區 2/18 7:00pm 查經 姜培林 (217)898-0157 

青年牧區一 

青年牧區二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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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已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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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量基督十架-上： 951 4020 8860  

 監獄書信： 996 5827 4446  

  主日晚上 8:00pm-9:30pm 

 新約神學 ： 994 4032 2236   

  週間： 

 週一 8:00-9:30pm 靈命塑造-上： 961 8202 8227   

 週二 8:00-9:30pm 利未記： 988 5997 5076  

 週二 8:00-9:30pm 系統神學之神論： 982 3001 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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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四 7:30-9:00pm 拉尼斯的靈訓 ： 999 2869 9851  

 週四 7:30-9:00am 禱告操練與傳遞 ： 964 6790 2221  

 週五 6:00-7:00am 慕道班-智慧的開端 989 9439 5249   

  主日課程實體教室通知：參加實體崇拜的弟兄姊妹若希望在教

會上網上課 ，請自帶電腦/手機/耳機上網參加課程， 並遵守防疫安

全規定。可以在 10:30am-1:00pm 共享下面房間：   

 - B 樓多功能廳和 A 樓 B9 ：任何課程        

 - A 樓 B3 : 思量基督十架-上   

 - A 樓 B7 : 監獄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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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復活節的尋蛋(Easter Egg Hunt)福音外展，定於 4/1(週六)在
Memorial Park 舉行，需要大量服事同工，請為籌備事工禱告。 

4. 本年度第一次洗禮將於 4 月 9 日復活節主日下午舉行，凡已清楚得救
欲參加洗禮者，請務必先參加慕道班或基要真理班，並預備得救見證
一份，可向牧長們或傳道人報名。 

5. 舊堂(A 樓)大堂於 2/13 開始裝修，為英文堂崇拜用，裝修為期 2-3

個月如有不便，請弟兄姐妹包容，請為工程施工禱告。  
6. 2022 奉獻收據於 1/11 以電郵和 1/13 郵寄方式各別寄出，如有任何

問題，請電郵 hoc5acc@gmail.com 且附上奉獻者姓名及地址。  
7. 教會將於 4 月出版新的通訊錄，請在 2/26 之前到教會書店外的通訊

錄編輯桌填寫家庭通訊資料表，或者校對以前刊登過的資料。弟兄姊
妹也可以到網站 hoc5.org/directory 上傳資料及家庭照片。  

8. 土耳其地震災情嚴重，教會為當地福音事工設立賑災捐款代轉，有感

動捐獻者請註明「土耳其賑災」。  
9. 「晨曦會」於 2/19 在北加州首映紀錄片「清醒與茫的

戰爭」 ，請踴躍參加並分享與未信者，認識福音是神的
大能，能拯救改變一切相信的人，詳情請看海報，或掃
描此 QR code，入場免費，但需要報名。  

報告事項 聖工輪值表 

本週各牧區/團契聚會 

《每週宣教代禱》 
李嫣如  - USA CMI 美國國際關懷協會  

本家宣教士，2022 年底自 OMF 退休後，與 CMI 簽約兩年- 
2023-2024，擔任宣教導師。 代禱事項：  
1) 在泰國清邁的各樣事工求聖靈帶領加力，包括在清邁實體
和網上全球各地。  2) 不感染上 Covid 19，身心靈都健康。目
前清邁空氣污染很厲害，會頭痛和眼睛不舒服。 3) 能順利訂
到二月中的機票，飛美國。 4) 參與 USA CMI 與北加州矽谷基
督徒聚會教會合辦「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 ( Kairos ）服
事日期 4/22-4/30/2023。 

 牧者歡迎、家訊、靜默過場 (影片) 

1 宣召                       詩篇   99 ： 9 敬拜團 

2 敬拜                        信實的神             

                               帶我進水深處  

                               曠野中唯一的力量            

敬拜團 

3 牧禱/迎新/報告 /奉獻禱告 司會 

4 啟應讀經                22 福音廣傳   司會/會眾 

5 詩班獻詩                 憑祢意行，主！ 

         求主管理我的心意              

詩班 

6 證道                    成為祝福     

                                  經文 : 創世記  12 : 1 - 4             

王慕亮牧師     

7 回應詩歌               能不能                           敬拜團 

8 禱告/祝福  牧長 

9 阿門頌   敬拜團/會眾  

10 殿樂  敬拜團 

 本週 (2/12) 下週 (2/19) 

講員 王慕亮牧師   關國瑞牧師     

司會 王向紅長老  姚 堅長老          

領唱 敬拜團      敬拜團      

堂務   

司琴 劉佳慧  張前琇                         

迎新  主日事奉團隊   主日事奉團隊   

影音 林揚超  鄒肇徽 劉樂群  

燈光 林志龍   林志龍  

1. 感謝神，神州牧區新春感恩會圓滿舉行，並有許多新朋友參加 
2. 感謝神，冉傳道的母親已出院，繼續為她完全康復禱告。 
3. 請為蕭淑娥姐妹安息主懷禱告，求主安慰她女兒和其他家人。  

4. 請為盧陳雅真伯母在台灣安息主懷禱告，求主安慰伯母的家人。  
5. 請為劉強弟兄第三次化療後有血尿症狀禱告，求主醫治。 
6. 請為王尚瑩姐妹第四次化療禱告，求神保守平安有效。  
7. 請為陶燕敏姐妹的父親陶友松伯伯仍在接受肺癌的治療禱告。 
8. 請為孫熙婧姊妹腸癌化療導致的虛弱、疼痛和憂鬱禱告，求主

憐憫醫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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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請為感染新冠的弟兄姊妹能早日康復禱告。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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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請為需要找工作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預備。 

肢體關懷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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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