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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英文部

中文部

9:30am~11:00am

9:30am~10:45am

線上主日崇拜

線上成人主日學

11:00am~12:30pm

11:00am~12:40pm

線上團契聚會

線上主日崇拜

1:30pm~3:00pm

線上兒童主日崇拜

教會地址：1255 Pedro Street, San Jose, CA 95126
電話：(408)279-0144 電郵：info@sbagape.org
網址：www.SouthBayAgape.org

心靈加油站
【從一把剪刀想起】
顧美芬 2020.12.06
一把花邊剪刀
我用一把花邊剪刀製作了一張手工生日卡，寄給一位也從事文字
寫作的遠方朋友，她頗喜愛，就問我剪刀哪裡買的。因為她在居住地
問了幾間文具店，都說沒有售賣這樣的剪刀。
我也忘了以前在哪兒買的，趁著休假就去逛「XX 良品」、「X
品書店」、「X 創」，卻也都沒。後來我想起應該是在「文具 X」買
的，那玲瑯滿目的店裡有很多日本製的文具，中小學生喜歡的小玩意
兒。
結果朋友為了免我掛心，就去問了曾去過的文具店：「有無花邊
剪刀賣？」沒想到正巧剛剛到貨，令她喜出望外，二話不說便付款買
下。那是中國製的一組三把剪刀，三種不同花邊款式，才 15 元港
幣。
這讓我想到家中有一把有名的「杭州張小泉」小剪刀，是母親去
探親時買的。用了幾十年，一直到現在還很好用。而德國雙人牌的各
種剪刀也很有名，像指甲剪刀或多功能小刀，只是價錢很貴。有一次
我在機場過關檢查，忘了把這萬用剪刀從皮包拿出來，只好丟棄，心
疼不已。後來在歐洲，先生買了同牌的送我。我也在台灣買過萬用剪
刀(包括指甲剪、銼刀、小剪刀，甚至開罐器等都在一起)送給小孩們
當禮物。
一刀兩斷的解方
將能解決問題的好用小剪刀當作禮物與人分享，令我開心喜樂。
其實，人有許多問題，需要別人引導、修剪、磨平、開啟；政府的法
令是一種解方，能幫助人守法、行正路；父母老師的教導也是一種解
方，能引導孩童明白事理、正向發展；但人心內的罪、貪婪、慾望，
不能只用法令與教育解決。
耶穌基督的福音可以解決人的終極問題(包括解決死與罪)，以生
命代替死亡，以赦罪代替處罰，以光明代替黑暗。以一刀兩斷，使我
們與過去了結，反而對將來不再絕望，卻充滿盼望。怎樣做到呢？
西元前七百年左右，猶大有位好王希西家，他在內憂(病重將亡)
與外患(強國進攻)之間，向上帝禱告哀哭說：「正在我中年之日必進
入陰間的門；我餘剩的年歲不得享受。…我與世上的居民不再見面。
我的住處被遷去離開我，好像牧人的帳棚一樣；我將性命捲起，像織
布的捲布一樣。耶和華必將我從機頭剪斷，從早到晚，他要使我完
結。…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鶴鳴叫，又像鴿子哀鳴；我可說甚麼
呢？」(以賽亞書 38:10~15)他說自己還不想離去住處與帳篷(就如人不
想死亡，不想離開皮囊)，還不願意像一匹正在織的布被剪斷捲起。

他作對了一件事情，就是向那位拿著剪刀的耶和華上帝哀求。而公義
又慈愛的上帝，早已經為我們的罪與將死的命運預備了解方。因為上
帝是公義的，所以他不能說「算了，算你無罪」；
因為上帝是慈愛的，祂就以自己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為我們受處
罰而死，解決罪與罰，只要我們相信耶穌基督，祂一切的智慧、公
義、聖潔、救贖都變成我們的，我們的一切愚昧、罪、死亡都在十字
架上滅絕了。祂的生命變成我們的新生命。
相信耶穌為我們的死與復活，我們也可以與祂同死同復活，與過
去一刀兩斷。重新開始，重獲盼望。
摘自信望愛網站 https://www.fhl.net/main/home/home105.html
【耶穌仍然會改變生命嗎】

2020 年 12 月 10 日 (星期四)

使徒行傳 9:1-19
「他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他說，主阿，你是誰。主說，我就
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徒 9:4-5
掃羅的改變出人意料。在去大馬士革逮捕基督徒的路上，他被一
道從天而來的光擋住了去路。他聽見主耶穌自己說：「掃羅，掃羅，
你為什麼逼迫我？」接著，他瞎眼了三日，之後這個從前對基督徒充
滿恨意的人被聖靈充滿了。
主耶穌改變了他的生命。
這位主今天仍能改變生命。我記得有一個參加週末退修會的基督
徒青年小組的青少年。她回家後告訴父母：「我信耶穌了。」她遇見
了主，主改變了她的生命。
這樣的事每天都在發生。就在最近，一個本地教會有 25 個成年
人受洗，他們大多數人的成長過程並沒有宗教背景。當地一所服事無
家可歸者的機構經常見證戒癮的居民成為全新的人。
每一天，每個國家都有藉著福音被改變的生命。主耶穌藉著福
音——也就是神藉祂的兒子耶穌基督，赦免我們的罪，又賜給我們新
生命這一好消息——來改變人。今天，耶穌仍在施行拯救！。
摘自每日箴言臉書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ChineseToday/posts/10158216033998863

中文部週間各小組團契聚會/時間/聯絡人/網路聚會連結
西羅亞

週三 7:30PM

姚志鏗 408-647-2228

網路視訊 zoom ID: 4086472228

群鷹

週四 10:00AM

李玉鳳 408-569-2092

網路視訊 zoom ID: 3327522683

以琳

週五 7:45PM

楊鴻剛 408-923-4019

網路視訊 zoom ID: 5758920454

活水

週五 7:30PM

錢大柱 408-858-2397

網路視訊 zoom ID: 199980854

信望愛

週五 8:00PM

張世淵 408-449-7700

網路視訊 zoom ID: 8187308833

真道

週五 7:30PM

陳榮進 510-668-1358

網路視訊 zoom ID: 7349230036

仁愛

週五 8:00PM

胥麗如 408-888-2868

網路視訊 zoom ID: 384552125

約書亞

週五 8:00PM

王美辰 415-425-1314

網路視訊 zoom ID: 903551974

活石

週五 8:00PM

葉師心如 510-925-8161

網路視訊 zoom ID: 9992228299

英文部各小組團契聚會/時間/聯絡人/聚會地點
同工禱告會

週日 9:00AM

Pastor Sandee Chu 408-444-2823

zoom 線上聚會

初中/高中團契

週日 11:15AM

Mary Lin 408-786-4809

zoom 線上聚會

芥菜種成人

週日 11:15AM

Jensen Tjeng 408-390-0278

zoom 線上聚會

芥菜種大專

週日 11:15AM

Willy Wang 408-838-7801

zoom 線上聚會

門訓(大專以上)

週五 8:00PM

Pastor Henry Chu 408-834-5179

zoom 線上聚會

門訓(初中、高中)

週五 8:00PM

Mary Lin 408-786-4809

zoom 線上聚會

中文部聚會/時間/聯絡人/聚會地點
為國度禱告會

週日 1:30PM

王秀美姐妹

網路視訊

聖經漫談

週二 10:00AM~午 12:00

黃逸民牧師

zoom ID: 3327522683

教會守望禱告會

週三 9:00AM~10:00AM

王秀美姐妹

zoom ID: 3327522683

方言禱告

週四 2:00PM~4:00PM

許秀禎老師

zoom ID: 85282397117

為個人需要守望禱告會

週五 10:30AM~午 12:00

王秀美姐妹

網路視訊

晨禱會

週六 7:30AM~9AM

蘇景星牧師

zoom ID: 99650885323

姐妹會

隔週日 2:45PM~4:30PM

王美辰姐妹

zoom ID: 94967433300

以色列團契

每月一次週日 1:30PM

劉傳薇姐妹

網路視訊

十二月

新約

舊約

(日)

13

啟示錄第四章

但以理書十一、十二章

(一)

14

啟示錄第五章

何西阿書一～三章

(二)

15

啟示錄第六章

何西阿書四～七章

(三)

16

啟示錄第七章

何西阿書八～十一 11

(四)

17

啟示錄第八章

何西阿書十一 12～十四

(五)

18

啟示錄第九章

約珥書全

(六)

19

啟示錄十～十一 2

阿摩司書一～四章

(日)

20

啟示錄十一 3～19

阿摩司書五～九及俄巴底亞書

奉獻：12/6 一般$22,779.54 / 建堂$1,000.00 / China Mission 1 $500.00
Funeral Spray - Henry's father $207.10 / China Mission 4 $5,000.00 / YWAM-Tiff $20.00
Funeral Spray - Yang $207.20 / India $200.00 / Ken&Annie $100.00

●上主日聚會人數●
中
文
部

主日崇拜

英
文
部

主日崇拜

網路聚會

網路聚會

上主日
人數

兒
童
部

科學與聖經

團
契

初中

兒童看顧
暫停
高中

兒童主日學
網路聚會

芥菜種大專

芥菜種成人

網路聚會

成人主日學

本週主題或經文(12/13)

本週主題或經文(12/20)

--

讚美的大能

祭司 2，潔淨成聖

祭司 3，搖祭

--

彼得前、後書

認定並拒絕仇敵的工

在真道受混亂中繼續站立

--

啟示錄

新耶路撒冷 2

啟示錄結語

小組查經

與神一對一(九)

福音週

●主日服事表●
服事項目

本主日(12/13)

下主日(12/20)

講員

許秀禎老師

黃逸民牧師

敬拜

溫聰美師母

Jeffrey Lin 弟兄

英文部

Steve Brannon

Pastor Sandee Chu

●肢體交通與代禱●
1. 請為 12/14 總統選舉人投票代禱。願神為美國選出一位合神心意
的總統，讓神的旨意成就在地如同在天！
2. 求主保守在 covid-19 疫情確診人數增加的時候，求主將極深的憐
憫和平安臨到美國，保護美國！
3. 請為教會弟兄會的讀經分享代禱：求神開弟兄們對神話語的胃
口，渴望建立穩定的個人讀經習慣，並排除萬難，付諸行動，透
過一點點累積，逐步把神的話豐富地儲存在心裡！
4. 請為小組查經聚會和王美辰姐妹寫本季查經資料代禱：
a) 神必然透過小組聚會做工，彰顯祂的榮耀和權能！
b) 求聖靈打開我們的心，聽到神對我們說的話，明白祂的心意。
c) 求聖靈膏抹美辰，寫出神要對弟兄姊妹們說的話。
d) 求聖靈賜下每一次的主題、經文中的 key words 和解釋，還有
相關聯的參照經文，賜智慧、策略和清楚明瞭的措辭，把真理
的精意，轉化成大家感興趣的思考討論題目，讓大家分享當中
就說出神的話，進入神的心意，彼此造就，同心歸榮耀與神！
5. 為英文部 12/18 【Jingle Jam 線上聖誕親子同歡會】籌備和宣傳
代禱，各環節能銜接的好，活潑有動力，有效的傳福音。
6. Ethan Ho （Amy 張的兒子） 12/16 耳朵 follow up surgery。求主
讓醫生鑑定之前手術的部位都癒合得很好，以後不必再擔心。

●教會消息與報告●
1. 12/18 (五) 晚 7:30 【Jingle Jam 線上聖誕親子同歡會】歡迎邀請
有學齡兒童的家庭參加。 Zoom ID:4084442823。
密碼: Christmas。
2. 歡迎弟兄姐妹參加教會線上活動。
 聖經漫談｜黃逸民牧師：週二上午十點 zoom ID: 3327522683
 方言禱告｜許秀禎老師：週四下午二點 zoom ID: 85282397117
 晨禱會｜蘇景星牧師：週六上午 7:30 zoom ID: 99650885323
(密碼請致電辦公室詢問 408-279-0144)
3. 大家若是用現金奉獻，請一定要在奉獻信封上註明您的英文名
字，否則會因不確定是誰的奉獻，而無法登錄在您的年度奉獻
收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