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慕主的異象:耶穌我唯一的熱情】 
核心價值：內在生活為根基，建立第一支軍隊，在愛中家人同行，尊榮文化相對待 

主日講道筆記 

 

 

 

 

 

 

 

 

 

 

 

 

 

 

 

 

 

 

 

 

 

 

 

 

 

 

 

 

 

 

 

 

 

 

 

 

 

 

 

 

 

 
主任牧師 江秀琴，副主任牧師 呂敏文，副主任牧師 黃韻如 

牧師 張瑋 分堂、敬拜事工 
傳道 游祥祺 成人牧區、教會行政  510-284-7455 
傳道 吳蒙恩 成人牧區、培育課程  510-565-8417 
傳道 江衍誠 成人牧區、兒童牧區  510-996-8938 

傳道 左聿瑄、弟兄 譚仲浩 社青牧區  408-306-2267 
長老 潘可人 英文牧區

傳道 Michelle Salviejo 英文青年牧區  908-307-0960 
長老 潘亞國、Stephen Lane、Jupin Lane、李中彥、趙恩樂 

母堂聯絡資訊 

教會  510-656-8900,  frcc@frcc.us 
書房  510-656-8900 x1002,  frcb.po@gmail.com 

39620 Sundale Dr., Fremont, CA 94538 

歡迎來到天父愛的家～ 

基督教慕主先鋒教會  



母堂資訊  其它資訊 分堂資訊 

  

近期活動特別報告  

 特別聚會-天堂法庭：講員-李月華牧師，時

間：8/21（週三）7:30-9:30pm @ 大堂、8/22
（週四） 9:30am-12pm & 2-4:30pm @      
瑪哈念，歡迎母堂及分堂弟兄姊妹參加！ 

 小小(Sarah) 母女分享會: 8/25 早上@兒童主

日學;下午 12:30-2pm @ 瑪哈念（父母如何藉
由內在生活自己的生命的改變，培育孩子與神
的關係） 8/26(一)9:30-11am @ 瑪哈念（如
何發掘及培育孩子的恩賜和潛力及父母 Q&A 時
間）。鼓勵母、分堂弟兄姐妹參加！       
請點擊這裡或掃描 QR code 報名 

 8/25 受洗典禮開放報名！若您願意接受耶穌

成為您的救主，生命得改變、得祝福，請聯絡
小家長報名參加 8/25 主日的受洗！今天午夜
報名系統將自動關閉。 

 

特邀新朋友用餐 

邀請您聚會後前往 102 室，享

用簡餐，讓我們有機會更多認
識您，並向您介紹我們的教會 

主日資訊 – 8.18.2019 

中文部講員： 

 本週: 陳瑞曾 牧師 

 下週: 黃韻如 牧師 

英文部講員： 

 本週: 與大堂合併聚會 

 下週: Mishi 傳道 

主日服事： 

 本週: 吳蒙恩 牧區，姐妹會 

 下週: 江衍誠 牧區，長青 

注意事項： 

 請勿在大堂內吃東西，飲料帶
入大堂需加蓋。 

 請勿自行攝影、拍照、錄音、

或舞旗。 

 除非緊急狀況，請勿使用大堂
內的玻璃逃生門進出。 

 大堂 12:30PM 之後將會關閉，
請移步至大廳分享、交通。 

網上奉獻  

 

每週固定聚會時間 

週日  等候神 9:30AM-10AM @ 大堂 

 主日聚會 10:00AM-12:00PM 

中文部 @ 大堂 

英文部 @ 瑪哈念 

兒童聚會 @ W3 

嬰孩看顧 @ W2 

 為以色列禱告 12:30-1:30PM @ W4 

週二  等候神 12-1:30PM @ 瑪哈念 

 週五  中文青年牧區 7:30-9:30PM @ 瑪哈念 

 英文青少年聚會 7:15-9:45PM @ MPR 

 兒童快樂營 7:30-9:30PM @ W2 & W3 

週六  國度禱告會 8:30-9:50AM @ 102/103 室 

 全教會禱告會 10AM-12PM @ 瑪哈念 

 沐風事工服事：8/24（六）

12:15pm-1:15pm @ 102/103。
提供 10個線上預約及 10個現
場名額。請點擊這裡或掃描

code 報名 

 週五兒童快樂營開始報名！讓
孩子在快樂中學習神的話。報
名請點擊這裡或掃描 QR code 

 羅馬書-神救恩的確據 每主日
（至 8/25）下午 12:30-
13:30@瑪哈念，歡迎大家參加 

 基要真理班 12:30-1:30pm @ 

Noah Room。今天最後一堂課 

 讚美之泉特會因報名人數不足
而取消。 

 The Collide 九週年特會:  
特別講員 Heidi Becker，時

間: 9/8 (日)6:00-9:00pm@教
會大堂，參加者需上網報名，

請點擊這裡或掃描 QR code 

 

 

 粵語 Fremont  鄭邦淑 傳道 510-556-8492

時間：週日 9:30AM 等候神，10AM-12PM 聚會 

地點：慕主先鋒教會 MPR 

本週講員：與母堂合併聚會 

下週講員：與母堂合併聚會 

 粵語 Oakland  鄭邦淑 傳道 510-900-9146 

聚會時間：週六 10:30AM-12PM  

地點：380 8th St., Oakland, CA 94607 

本週講員：鄭邦淑 傳道 

下週講員：與母堂合併聚會 

 聖荷西  張譽騰 傳道 408-398-1959 

聚會時間：週日 10AM -12PM 

(備有青少年和兒童節目及午餐) 

地點：2586 Seaboard Ave., San Jose, CA 95131 

本週講員：張譽騰 傳道 

下週講員：江秀琴 牧師 

 中半島  李群 傳道 510-378-6176 

聚會時間：週日 2:30PM -4:30PM 

地點：600 42
nd
 Ave. San Mateo, CA 94403 

Hop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 Nielsen Hall 

本週講員：特別聚會 下週講員：李群 傳道 

 三谷  饒阿艷 傳道 650-678-5177 

聚會時間：週六 5PM 

地點： 6444 Sierra Court, Dublin, CA 94568. 

本週講員：李光明 傳道 

下週講員：視訊 母堂信息 

週五快樂營 

沐風 The Collide 

小小分享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3woUa4ZablYnIUMbacCCfqH9DmxWnaGLD5HgOSQo2wfap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w87uswrJ9JGQsBlnhcgqPDqZhjm9hoHrE9H0vTZPnAlceYw/viewform?vc=0&c=0&w=1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w87uswrJ9JGQsBlnhcgqPDqZhjm9hoHrE9H0vTZPnAlceYw/viewform?vc=0&c=0&w=1
https://frtc.regfox.com/friday-happy-camp
https://www.thecollide.com/heidibak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