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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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參加實體聚會的兒童、青少年、成人戴口罩。 

2. 新冠病毒測試結果爲陽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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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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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文部(Impact Christian Fellowship) 
1. 新一季青少年主日學將從今日（12/4））開始。高中生的主日

學將學習禱告這個主題，希望他們能更多地了解如何與神交談，
並使之成為正面的經歷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 為 ICF 的慕道友禱告。他們很享受 Connect 團契的溫暖和愛。
求主柔軟他們的心，帶領他們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 

3. 為感染冠狀病毒，和流行性感冒的弟兄姐妹禱告。求主減輕他
們的症狀，保守大家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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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是每月一次的擘餅禱告會，禱告重點是為關
顧禱告。誠摯邀請您的參與。禱告會時間: 12-7-2022;7:30PM-
9:00PM; 地點: Fellowship Hall。 

3. 週五小組聚會：本週五晚(12/9) 查經 / 父母班。 第 7課(路加福
音 4:1-13 (參考太 4:1-11，可 1:12-13))『耶穌受洗和家譜』。 

4. 主日學：冬季主日學有「基要真理」、「長者班：路得記&雅
各書」、「在路上——馬可福音選讀」、「何西阿書」四門
課。冬季主日學於今日（12/4））開始上課。請弟兄姐妹們踴
躍參加主日學,追求靈命長進。 

5. 擘餅記念主:下週主日(12/11)舉行，請在線上聚會的弟兄姐妹在
家先預準備好所需的餅和杯。 

6. 聖誕聚會：12/16（週五）晚舉行。聚會內容包括：詩班獻詩和
福音信息。請弟兄姐妹們邀請未信主的親朋好友前來參加。 

7. 教會月曆：放置於 A堂外面大廳的桌上；成本每份 $3.00 (只
收現金)，自由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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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崇拜 (成人、青少年) (實體) 9:30 am - 10:45 am 

英語青少年主日學/ 英語成人小組 11:10am -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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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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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聚會 

國語禱告會 (實體) 7:30 pm－9:00 pm 

英語禱告會 (實體) 6:00 pm－7:00 pm 

英語青年團契(Connect) (實體) 7:30 pm - 9:30 pm 

週五聚會 

國語成人團契( 實體, Zoom 同步)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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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 3:00 pm－5:00 pm 

Chinese Church in Christ-Cupertino 

 

庫柏蒂諾基督徒會堂 

2022 年 12 月 4 日 
 

http://www.ccic-cupertino.org/


國語主日崇拜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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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頌  讚  請聽天使在高唱（教會聖詩 135 首） 會  眾 

2. 讀  經 詩篇 93 篇 會  眾 

3. 詩  歌        主活著（教會聖詩 214 首） 會  眾 

4. 禱  告  會  眾 

5. 詩  歌 耶穌恩友（教會聖詩 327 首） 會  眾 

6. 信  息  『真作神的兒女,得著所應許的』  林精峑長老 

        經文：希伯來書  10:19-39 

7. 回應詩歌   會  眾 

8. 迎新、報告  領  會 

9.  三一頌、默禱散會  會  眾 

               第二堂（11:00am-12:10pm） 

          * 觀看第一堂錄像* 

           司        事 

 本主日 
9:30am 

本主日日  
11:00am 

下主日 
9:30am 

下主日  
11:00am 

講 員 林精峑 
觀看第一堂

崇拜錄像 

李強生 
觀看第一堂

崇拜錄像 
領 會 孫棣民 謝明勳 

 司 琴 洪妙姍 洪妙姍 

招 待  
宋嘯平 
楊冬梅 林鳳嬌 宋嘯平 

楊冬梅 林鳳嬌 

投影 盛永寧 傅華京 盛永寧 傅華京 

直播 徐亨福 --- 徐亨福 --- 

主日新人接待：楊冬梅, 宋嘯平                       十二月主日午餐： 二組、六組 
週五團契領詩：車庭玉, 劉詩妤                     

兒童主日崇拜 

Time/Place Speaker Topic 

11:00am–12:00pm 
Wonderland  

Ping Wu “The Family of Jesus”  
Matthew 1:1-17 

英語主日崇拜 (成人、青少年) 

Time/Place Speaker Topic 

9:30am–10:45pm 
Multipurpose room  

Pastor 
Eugene Chu 

“Advent - The Gift of 
Hope“ Matt 1:18-25  

主日信息                             真作神的兒女,得著所應許的 

本週金句: 「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那等人，乃是有

信心以致靈魂得救的人。」(希伯來書 10:39)  

筆記： 

 

 

 

 

 

 

 

 

 

 

 

 

 

 

 

 

主日學             

國語主日學 (11:10 am - 12:10 pm)  

課  程 老  師 地點 ：Online 

基要真理 
林精峑 
陳   濤 

實體課堂：104教室  
Meeting ID: 643 535 9137;  
Passcode: 95014  

在路上：馬可福音選讀 
余子堅 
金   鵬 
謝   茸 

實體課堂：B 堂 
Meeting ID: 844 5227 4994;  
Passcode: 95014 

何西阿書 
冉超智 
林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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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班：路得記&雅各書 
陳志惠 
李   娜 

實體課堂：101教室 
Meeting ID: 658 498 2908;  
Passcode: 95014  

在基督裡長進 
丁   寧 
李強生 

實體課堂：103教室 
Meeting ID: 852 8604 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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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Hwang / Lizzie 

Wong 
Room 108 

九 ~ 十二年級 
Sharon Wu / Channing 

Wong 
Room 142 

兒童主日學（9:30 am） 

主日學 老  師 地點 

三～五歲 
9:30 am – 12:00 pm 

展茹 / 陳燕 Room 109 

K～二年級 
9:30 am – 10:45 am 

方懿 / 黃曉敏 Room 144b 

三～五年級 
9:30 am – 10:45 am 

王曉妍 / 喻曉彤 Room 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