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別資訊                                     

• 教會實體聚會的防疫措施 

目前對聚會執行以下條例： 

1. 參加實體聚會的兒童、青少年、成人必須全程戴口罩。 

2. 請有孩子的家庭比照學區關於 COVID-19 新冠病毒的測試及隔
離指示而行。 

3. 週五的兒童及青少年聚會: 維持實體聚會 (比照學校的實體上
課)。 

4. 新冠病毒測試結果為陽性者 (positive)，請不要參加實體聚會，
並遵行 CDC 的隔離指示居家隔離 5 天。 

5. 有新冠病毒感染症狀者(喉嚨痛, 流鼻水, 咳嗽, 發燒, 疲倦)，即
使測試結果為陰性(negative)，仍請暫時不要參加實體聚會。 

• 「崇拜理念與實踐」講座 

針對教會的實際需要，我們特別邀請了三谷基督徒會堂(CCIC 

Tri-Valley)的薛忠勇傳道帶領這個講座，目的是幫助弟兄姊妹

對敬拜有正確的認識，及學習如何參與敬拜事奉。時間是   

7/16,7/23 兩個週六下午 1pm-5pm。內容是（共六堂課）：敬

拜的真義、音樂與敬拜、崇拜的史略、聖詩的史略、現今崇拜

再思、司會/領詩要訣。懇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並在禱告

中紀念。報名鏈接：https://forms.gle/QtuGjgQDdfzhZzsV6 

 

 

 

 

 

 

 

 

 

 

 

 

報告事項 

1. 新朋友：歡迎您參加基督徒會堂的主日崇拜！ 

2. 教會禱告會（實體和線上同步進行）：本週我們的禱告為宣教
和本地福音禱告。。誠摯邀請您的參與。Time: 6-29-2022; 
7:30PM-9:00; Meeting ID: 658 498 2908; Password: 95014 

3. 週五小組聚會：本週五晚(7/1) 小組分享。 

4. 青少年墨西哥短宣隊：短宣隊已於上週五下午平安回來。感謝
主的保守與賜福！ 

5. 兒童暑期活動（6-8 月）：暑期活動已經順利開營，吸引了許
多福音朋友，感謝主！有感動的弟兄姐妹們可以根據以下活動
時間表去現場與福音朋友建立關係：排球班：9:30 am - 11:30 
am， 週六@ Cupertino Memorial Park ；兵乒球班：2:00 pm 
- 3:30 pm， 週日@ Church Multi-Purpose Room.  

6. 成人美中短宣：今年的短宣隊將於 9/9-18 日前往美中各校園，
請有意參加的弟兄姊妹聯絡余子堅長老，報名截止日期為
6/26 日。目前已有六人報名，短宣隊七月起將進行兩個月每
週一次的集訓。 

7. 招募同工：兒童部、廚房、新人招待與關顧，這三項事工需要
您的參與。具體服事項目請登錄教會網站查詢（https://ccic-
cupertino.org/service-opportunity/），或參看大堂門口佈告
欄海報。 

8. 線上成人主日敬 https://www.youtube.com/c/CCICCupertino   

 

 

 

 

 

 

 

 

 

 

 

 
 

 
 
 

  

 
 
10455 Bandley Drive, Cupertino, CA 95014 
Tel: 408-996-2000   
www.ccic-cupertino.org 

一週聚會時間 

週日聚會 

 

國語崇拜 第一堂 (實體, YouTube) 9:30 am - 10:45 am  

國語崇拜 第二堂 (實體) 11:00am - 12:10 pm 

國語主日學  (實體, Zoom 同步) 11:10am - 12:10 pm 

青少年英語主日學 (實體) 9:30 am - 10:30 am 

青少年英語崇拜 (實體) 11:00am - 12:15 pm 

兒童主日學 (實體) 9:30 am - 10:45 am 

兒童崇拜  (實體) 11:00am - 12:00 pm 

英語成人(Connect)主日敬拜 (實體) 1:30 pm - 3:30 pm 

週二聚會 姊妹會 (九月-五月) ( 實體, Zoom) 10:00am－12:00pm 
 

週三聚會 禱告會 (實體, Zoom 同步) 7:30 pm－9:00 pm 

週五聚會 

國語成人團契( 實體, Zoom 同步)

 
7:45 pm－9:30 pm 

AWANA (實體) 7:30 pm－9:30 pm 

英語青少年團契 (實體) 7:30 pm－9:30 pm 

週六聚會 以琳團契(每月第一、三週) (Line) 3:00 pm－5:00 pm 

Chinese Church in Christ-Cupertino 

 

庫柏蒂諾基督徒會堂 

2022 年 6 月 26 日 
 

https://forms.gle/QtuGjgQDdfzhZzsV6
http://www.ccic-cupertino.org/


國語主日崇拜                                          6 月 26 日  

               第一堂（9:30am-10:45am） 
          * 安靜、禱告、預備心 * 

1. 頌  讚   安穩港口（教會聖詩 43 首） 會  眾 

2. 讀  經 詩篇 76 篇 會  眾 

3. 詩  歌        為我受傷（教會聖詩 186 首） 會  眾 

4. 禱  告  會  眾 

5. 獻  詩 當點名時 詩  班 

6. 詩  歌 信靠耶穌（教會聖詩 57 首） 會  眾 

7 信  息  『你要事奉誰？』 Pastor Owen Lee 
                         翻譯：余子堅長老 

           經文：約書亞記 24 章 

8. 回應詩歌   會  眾 

9. 迎新、報告  領  會 

10. 三一頌、默禱散會  會  眾 

               第二堂（11:00am-12:15pm） 

          * 觀看第一堂錄像* 

           司        事 

 本主日  
9:30am 

本主日  
11:00am 

下主日 
9:30am 

下主日  
11:00am 

講 員 Owen Lee 

觀看第一堂

崇拜錄像 

張霄峰 

觀看第一堂

崇拜錄像 
領 會 呂夢熊 謝明勳 

 司 琴 袁   芳 洪妙姍 

招 待  夏珠瑪 范玫音 夏珠瑪 林鳳嬌 

投影 盛永寧 傅華京 蘇文成 張天鵬 

直播 徐亨福 --- 羅文偉 --- 

主日新人接待：夏珠瑪                                       主日午餐： 一組、八組 

兒童/青少年/Connect 英語成人主日崇拜 

Time/Place Speaker Topic 

11:00am–12:00pm 
Wonderland 

Ben  
Chen 

“Elijah and the widow”  
1 Kings 17 

11:00am–12:15pm 
Sanctuary B 

Edwin 
 Lin 

“Recognizing God's 
Love” 

Luke 10:25-37 

1:30pm-3:30pm 
Sanctuary B Elder Jim Yu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John 11 

主日信息                                            你要事奉誰？ 

本週金句:「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約書亞記 24:15) 

筆記： 

 

 

 

 

 

 

 

 

 

 

 

 

 

 

 

 

主日學    

國語主日學 (主日學於 11:10am 開始， 時長 約 1 小時)  

課  程 老  師 地點 ：Online 
 

基要真理 
丁   寧 
王先智 

實體課堂：104教室  
Meeting ID: 852 8604 1574;  
Passcode: 95014  

約翰福音 林精峑 
金   鵬 

實體課堂：Multipurpose room  
Meeting ID: 643 535 9137;  
Passcode: 95014 

列王紀上 
李強生 
姜忠孝 
李   娜 

實體課堂：Fellowship Hall  
Meeting ID: 898 7067 6450;  
Passcode: 95014   

長者班：出埃及記(上) 
叢淑嫻 
郭俊蕙 
楊   玲 

Meeting ID: 658 498 2908;  
Passcode: 95014  

青少年主日學（9:30 am – 10:30 am） 

主日學 老  師 地點 

六～八年級 Paul Young Fellowship Hall 

九～十二年級 Sharon Wu Room 104 

兒童主日學 （9:30 am ） 

主日學 老  師 地點 

三～五歲 
9:30 am – 12:00 pm 

劉彥吟/鐘黎玨 Room 110 

一～三年級 
9:30 am – 10:45 am 

David Chen Room 144b 

四～五年級 
9:30 am – 10:45 am 

李雅玲 Room 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