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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道筆記 啟應讀經 

啓：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 

  樣，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應：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 

  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啓：既是這樣，還有什麼說的呢？ 神若幫助我們，誰能 

  敵擋我們呢？  

應：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 

  把萬物和祂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嗎？  

啓：誰能控告 神所揀選的人呢？有 神稱他們為義了。  

應：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 

  裡復活，現今在 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啓：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 

  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 

  嗎？是刀劍嗎？  

應：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 

  將宰的羊。  

啓：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 

  餘了。  

應：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 

  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齊：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 

  們與 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 

  的。  

 

 

——————————————————————————— 

（錄自：羅 8:29-39 ）  

你們要撕裂心腸、不撕
裂衣服，歸向耶和華你
們的 神。因為衪有恩
典、有憐憫、不輕易發
怒、有豐盛的慈愛、並
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 

                約珥書  2 :13   

雅各便給那地方起名叫
毘努伊勒【就是 神之
面的意思】，意思說： 
我面對面見 了神，我
的性命仍得保全。   

                  創世記 32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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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經訓 本週背誦經文  

禱告會 (網上) : 週三39人主日晨禱8人 週間晨禱16人主日下午8人 

上週聚會人數  

中文崇拜 網上 :261 / 實體 : 298 

英文崇拜 網上 +  實體： 

兒童崇拜 實體： 79 

上週奉獻  

一般奉獻 45,391.00 

宣教奉獻 1,195.00 

建堂奉獻 420.00 

賑災奉獻 120.00 

愛心奉獻 100.00 

外展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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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1:30pm 
查經； 
530 894 375 / 7086  

李鳳玲  (408) 668-5528  

青橄欖 3/21 10:00am 
分享：冉茂圻傳道              
8316 0823 848 /2021  

韓 源 (408)921-7580 

姊妹 3/23 9:30am 查經 王秀華 (408)569-8243 

學生牧區 3/24 7:00pm 查經 文 言 (408)987-1496  

活水牧區 3/24 7:30pm 查經 
張華英 (408)636-3007 

陳熙灝 (408)799-9512 

同行 3/24 7:30pm 查經  李樹標 (408)203-6048 

家庭牧區 3/24 7:30pm 查經 鄧延平 (408)506-7752 

神州牧區 3/25 7:00pm 查經 姜培林 (217)898-0157 

青年牧區一 

青年牧區二 

3/24 

3/25 

7: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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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季 (4-6 月) 課程已經開始報名：   

 ◆真道學房網頁： hoc5.us/ch/bibleschool 或 hoc5.us 點擊「真道學房」 

第 1 季仍在進行中的課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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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10:00-12:00 在 Memorial Park 舉行，請弟兄姊妹們帶小孩並邀請鄰
居、朋友小孩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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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牛立成弟兄三月份南亞宣教禱告 1) 東北五邦區域，參加為期三天
的協調員訓練營，同時將走訪一些當地教會，訓練、鼓勵他們，求神保
守開路。2) 求神供應一切需要，賜下旅途的平安、口中的言語、服侍的
智慧、身心的健康、勞作的力量。 

6. 兒童事工因 4 月開始上午兩堂的主日崇拜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提供幫

助。 詳情請聯繫 stacy.carlson@hoc5.org 。 
7. 兒童部需聘請 babysitter，照顧 0-2 歲的孩子。工作時間每週主日上

午 9:00-12:30，有愛心和責任心。聯繫人：歐娜姐妹 6692426159   
8. 親子教育講座「積極管教」於 3/26(主日)11:00am-1:00pm 在新堂

副堂實體聚會。講員：謝剛博士，2000 年起任職加州公立學校，學
前兒童到高中生的教育心理測評及諮詢、行為管理等工作。歡迎父母
及邀請親朋好友參加，詳情請參閱海報。 

報告事項 聖工輪值表 

本週各牧區/團契聚會 

《每週宣教代禱》 
張路加 - 播種者國際宣教協會  

自 95 年起擔任「播種者」國際協會 ，致力於中國大陸的教
會培訓及校園事工。同時也在北美及各地主領聚會，推動宣
教福音事工。 2017 年前往歐洲去幫助那裡的華人需要，後
舉家遷往德國，2022 年因著孩子就學，舉家遷回美國，但
是服事重點仍在歐洲，每兩三個月仍會回去那邊堅固弟兄。
代禱事項： 1) 歐洲已經大量的穆斯林化了，是很好的回宣
工場，或做猶太人的事工，求神興起更多人去歐洲做跨文化
事工。 2) 目前藉著 YouTube 平臺做網路宣教事工，5-10
分鐘的信息短講，求神使用這個事工成為多人的祝福。         

 牧者歡迎、家訊、靜默過場 (影片) 

1 宣召                       詩篇   102 ： 12 敬拜團 

2 敬拜                        榮耀的呼召                 

                               從心合一                 

敬拜團 

3 牧禱/迎新/報告 /奉獻禱告 司會 

4 啟應讀經                不能隔絕的愛  司會/會眾 

5 詩班獻詩                  每一天   詩班 

6 證道           新造的人：在基督裏神必幫助  

                                經文 : 羅馬書 8:29-31  

趙武夷長老      

7 回應詩歌               奇異恩典鎖鏈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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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下週 (3/26) 

講員 趙武夷長老   姜平凡傳道          

司會 滕永光長老  葉偉明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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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子洋 林揚超     

燈光 林志龍   林志龍  

1. 感謝神，李嫣如宣教士已平安從泰北返回灣區。  
2. 感謝神，牛立成弟兄平安抵達南亞宣教區，並參加訓練及事奉  
3. 請為冉傳道的母親因腦梗病情起伏不定，影響記憶力禱告，求主

憐憫醫治。   
4. 請為錢伯母摔跤有骨折，渾身疼痛禱告，求主保守。  
5. 請為吳學東弟兄的父親吳仰賢伯伯腸癌手術後的恢復及之後的化

療禱告，求主醫治。  
6. 請為關勵巧伯母照腸鏡後的治療禱告，求主醫治。     
7. 請為陶燕敏姐妹的母親患胃癌及父親患肺癌的治療禱告，求主安慰

醫治。  
8. 請為劉繡籃姐妹骨盆受傷後的康復禱告，求主保守能放下柺杖  
9. 請為王尚瑩姐妹第三次化療後身體的復原禱告，求主保守平安，治

療有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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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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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stacy.carlson@hoc5.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