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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異象是榮耀神，藉著福音更新的大能
使萬民成為門徒，從本市直到地極』

溢樂華人浸信會

主啊，
    我們當作什麼？

8/25： 撒上17；羅15       8/26： 撒上18；羅16               8/27： 撒上19；林前1                                  
8/28:撒上20；林前2      8/29： 撒上21-22；林前3      8/30： 撒上23；林前4 
8/31：撒上24；林前5      9/1： 撒上25；林前6 

鼓勵弟兄姊妹每天讀聖經。
大家可以下載   【靜思主話】手機程式。
若使用蘋果手機:scbcsf.org/appleapp
若使用Android手機:scbcsf.org/androidapp

讀經計劃

1. 日本短宣隊將於8/25(今天）中午1至3時在室內運動場，與大家分享這次到日
本宣教所經歷的事奉喜樂和挑戰, 及一同學習如何為日本祈禱，已報名弟兄
姊妹請按時出席。

2. 9/21(星期六)早上9時至下午3時在敬拜中心禮堂，教會將與海外差會（OMF)
為宣教舉行禱告會，並會以英語進行。請來與其他弟兄姊妹一同關心國家及世
界的宣教需要。 禱告會有午餐供應及托兒服務。 請盡早報名 sunsetchurchsf.
org/prayerday.

宣     教



 

 

溢 樂 華 ⼈ 浸 信 會 
主日崇拜程序 
2019年 8月 25日 

 

10:00AM崇拜中心               主席：周譚翠玲姊妹 

11:30AM教育樓禮堂 主席：王馮梨珍執事 

宣            召  主          席 

詩            歌    讚 美 小 組 

牧            禱    牧          師 

分解神的話語 向山舉目 何伯昌牧師 
 馬太福音 17:1-9  

奉            獻  會           眾 

歡 迎 / 報 告  主           席 

祝            福  牧           師 

讚    美    頌    會           眾 
�
�

散會後請移步⼀樓交誼廳、享⽤茶點、彼此問安�

教        會 
 

1. 今天下午 1時特別在教育樓禮堂舉行家事會議，為了讓弟
兄姊妹了解兩位英文部長老候選人。請按時出席。 
 

2. 9/8 將舉行第三季會友大會。如想成為教會會友請於今天與
鄭識文牧師聯絡。 

 

事        工 
 

1. 9/7 (星期六)晚上 5-7 時, 年輕家庭事工將在教育樓舉行開學

晚會 Back to School Night 聚會, 歡迎育有初中及以下子女
的家庭參加，並會提供托兒服務。 
 

2. CYAF 職青團契將於 9/20-9/22 在 San Anselmo 舉行退修
會。主題為「重新聚焦 Refocus」，三日營費$200；9/21 日
單日營費$30。有興趣可電郵 cyaf@sunsetchurch.org 或聯
絡鄭識文牧師。請於 9/15 日前報名。 

 

3. 9/22,星期日 1時將在室內運動場舉行安全訓練。教會會供
應午餐，誠意邀請事工及團契或小組領袖參加。請於 9/19
前報名。scbcsf.org/safety 

 

4. 溢樂中文學校 2019-2020 年度的課程現正接受報名。請上
網(scbcsf.org/chineseschool),或前往教會辦公室索取章程
及報名,或致電 415-566-6673,或電郵
chineseschool@sunsetchurchsf.org 查詢。 

 

5. 9/28 下午 1 - 4 時教會和 Walgreens 合作為社區提供免費
流感疫苗注射。活動在崇拜中心大堂舉行。數量有限，疫
苗適用於七歲或以上人士，請帶備身份證及醫保卡，有需
要者請留意。 

 

6. 年輕家庭事工每月第一及第三週六，晚上 5至 7時聚會，
現需要聘請托兒(嬰兒至三歲)及兒童活動事工助理。有興
趣的弟兄姊妹請與鄭識文牧師或 Matia Lau 姊妹聯絡。 
 

新來賓聚會後請到崇拜
中⼼後園的「迎新桌」
接受紀念品並了解教會
活動及團契⼩組！����� 

 

中⽂部在每個星期三晚⼋
時舉⾏祈禱會。祈禱會中
先有詩歌敬拜，分享代禱
事項，然後分組祈禱。 

關懷事⼯圖書館於每
⽉第⼀及第三主⽇開
放�

請將無線電話聲量關掉並
預備⼼靈敬拜神。為保持
清潔請勿在禮堂內飲⾷。�
�



 

 

釋 經 講 道 系 列 

 
題目：向山舉目 
經文：馬太福音 17:1-9 
講員：何伯昌牧師 

 
聽道⋯⋯ 
 
彼後 1:16 我們從前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他降臨的

事告訴你們，並不是隨從乖巧捏造的虛言，乃是親眼見
過他的威榮。 
 
祂的榮耀(2) 

祂的能力(3) 
你要聽祂(5) 
 
行道⋯⋯ 

 
唱：How deep the Father’s love for us 
想：彼後 1:16-18 
行：在日常生活中，留意神怎樣向你彰顯他的榮耀，找

機會與他人分享。 

英文部長老候選人： 

 

George Lee(李公廉)在芝加哥西

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時期因同學的關係

認識基督教及決志信主。他於

1993 年搬到三藩市定居。他於

1995 年與 Liz 姊妹結婚。育有一

子一女。曾在本教會職青團契做

帶領的工作，其後多年來參與不

同的事奉，包括招待、崇拜主席、小組組長、兒童和成人主日學

老師及英文部執事。2006 年起接受英文部牧師的長老及講道訓

練。經過禱告並由牧師長老團隊的審核及推薦成為英文部長老候

選人。1988 至 1992 年在西北大學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榮譽畢

業。於 1995 年三藩市加州大學取得醫學博士。畢業後在不同的醫

院執業。現在是管理層成員之一。 

 

 

Kevin Chuck 在三藩市出生及長大。父母

雖然沒有去教會，但自小 Kevin 身邊都有

很多的基督徒朋友及同學。透過這些基督

徒，Kevin 經歷神的愛、恩典、帶領、看顧

及最重要的是得到救恩。Kevin 在小學和中

學時期就讀教會學校。畢業於加州大學柏

克萊。在 1994 年開始參與溢樂教會，曾任

初中至職青不同團契的導師、小組組長、敬拜小組成員及參與其

他事奉。由 1998 年開始接受講道訓練，訓練期間很開心被神使用

和能更深認識偉大的救主。Kevin 與太太 Kathy 結婚多年，育有

兩個兒子。他們祈求主大大的使用他們，願基督成為他們的生命

的中心，提供身邊親友認識基督的機會。經過禱告和商討，Kevin

願意成為長老，進一步的讓神去使用他來擴展神的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