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荷西華人浸信會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 of San Jose

上午九時卅分（粵）
上午十一時十一分（英）
上午九時卅分（英）
上午十一時十一分（粵）
下午七時四十五分（逢禮拜五）
408-371-6200    
www.cbcsj.org
傅華耀
2215 Curtner Avenue, Campbell, CA 95008

主日禮拜:

主日學:

各團契:
電話:
網址:

主任牧師:
地址:

South Bay 南灣

聖荷西中華歸主教會。
我們的使命 —
引領教會外的人歸信基督，
造就教會內的信徒成為成熟

委身的基督跟隨者。

電話:408-725-8733，傳真:408-725-8791
website:www.cfccsi.org, e-mail:contact@cfccsi.org
4255 Williams Road, San Jose, CA 95129
(Saratoga 及williams交叉口-25,57,58號公車直達)

聚會時間 :
中文學國語)第一堂祟拜              上午 8:45-9:45
英文祟拜                           上午 10:00-11:10
中文成人主日學、兒童祟拜           上午 10:15-11:15
中文第二堂祟拜、英語及兒童主日學   上午 11:30-12:40
家庭小組及團契聚會                (請電詢教會辦公室)

免費英文教學及公民班         
     (九月至六月)                    
每週五上午9:00-11:15   

歡迎大家一起來崇拜與學習聖經的話語!

號角月報美西北版  二零一零年一月  A12教會消息 號角月報美西北版  二零一一年七月  A10

  辦公室   
977 Shadow Brook Drive
San Jose, CA 95120
Fax: (408) 997-2665

  9:45am-10:20am 
10:30am-12:00pm

標竿福音教會
Guidepost Gospel Church

主日學（成人、青少年、兒童）
主日崇拜（國語、英文、兒童）

主日聚會地點（週間聚會）
6345 Janary Way  
San Jose, CA 95129  
Tel : (408)927-9257

主任牧師：王禮平；中文牧師：卓爾君
          英文牧師；賀祂多；傳道：胡瑩瑩

中英分堂及幼兒照顧   主日聚會後備有午餐

地點

要查閱灣區、西雅圖及
其他美西北地區的教會

與福音機構名錄，
請到角聲網址 

http://www.cchcsf.org/church-directory

教牧同工:
  中文部: Samson Ou   區謙遜
   Janet Fan   范琴琴                                                     
  英文部: Joey Wang   王均一                                                              
  Ken Chan    陳振強

南灣中華浸信會

會址 448-454 Francis Drive, San Jose, CA 95133
電話 408-926-2621      網址 www.scbc.net
電郵 reachout@scbc.net 

Southbay Chinese Baptist Church

主日:

週五:

10:00 am  英語崇拜 各級中文主日學及兒童崇拜

11:20 am   粵語崇拜 各級英文及兒童主日學

7:30pm      各小組、團契及AWANA CLUB

聚會時間

會牧:唐若愚（Larry Tong） 傳道:鄺麗萍（Pinnie Wu）
       英文牧師: 王為光 (Peter Wang) 
青少年事工主任 : 謝平 (Joni Cheah)

Peninsula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256 N. El Camino Real, San Mateo, CA 94401
電話: (650) 343-7677 網址: www.p-cac.org

主日崇拜: 主日學:

英語 9:30AM 粵語 9:30AM
粵語 11:00AM 英語 11:30AM

潘士端牧師，鍾志明牧師，曾子燦牧師

歡

迎

各

界

參

加

活泉華人教會
San Bruno Chinese Church

250 Courtland Drive, San Bruno, CA 94066 Tel. (650)589-9760
www.SanBrunoChineseChurch.org

顧問牧師: 區穎甯博士   主任牧師: 吳天凱牧師

主日: 10:00 am  英語崇拜  粵語主日學
      11:30 am  粵語崇拜  英語主日學
周三:  8:00 pm  英文職青團契
周五:  7:30 pm  英文少年團契
周六: 各級中文團契

歡迎致電查詢活動時間

主日聚會備有嬰兒室服務

活泉松柏中心 ★ 活泉中文學校

恩 信 播 道 會
Faith Community Church of Peninsula

近中半島,聖馬刁

拓展神國  因信得福
主日早上粵語崇拜 10:00-11:30am

Belmont Community Center
20 Twin Pines Lane, Belmont, CA 94002

Off Ralston, 2 Block West of El Camino Real 
查詢: (650) 292-1217    網址: www.faithccp.org

恩 道 基 督 教 會
Grace Gospel Christian Church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崇拜時間: 每主日上午十一時
崇拜地點:  Hilton Garden Inn
                    2000 bridgepointe Circle,
                    San Mateo, CA 94404 
設有幼兒照顧並兒童青少年主日學
聯絡: 朱忠勝牧師 (650) 212-5858
網頁:  www.gracegospel-rca.org

聖
馬
刁
市

灣區中國基督教會
顧問牧師:陳道明  傳道:戚玥如

英文主日崇拜時間   9:30AM
國語主日崇拜時間 11:00AM

地      點:  234 9th Ave. San Mateo, CA 94401
聯絡部電話: (650)570-5877  (備有托嬰服務)
傳      真:  (650)570-5334 
web: www.ccba-sm.org  Email: info@ccba-sm.org

歡迎各基督教教會
或團體刊登 100字 內消息，

電郵到 candyfung@cchcsf.org

歡迎在『傾談八點正』電台節
目或號角月報刊登廣告，請電 
510-893-3210 與馮小姐聯絡，
或使用電郵: ad@cchcsf.org

誠聘主任牧師
北加州聖荷西 (San Jose, CA)華人浸信會誠徵
主任牧師，帶領教會並牧養中文會眾。申請者
須神學畢業、十年以上牧會經驗、認識北美華
人教會的特點和多元文化教會事工。申請者必
須是按立牧師, 具浸信會背景, 認同美南浸信會
信仰宣言，有講道和領導的恩賜、能操流利的
粵語和能以英語對話。

有意者請與趙弟兄聯絡 :(415) 533-8318 
E-mail address: eddiechiu@sbcglobal.net 
教會網站 : www.cbcsj.org。

方舟浸信教會的前身是基督華人浸信會，於 1988 
年由廖仲捷牧師創立，是美南浸信會的會員教會；教會
成立之初，在 Sunnyvale 一帶傳揚福音。2007 年底，
因為租用的會所要出售，我們被迫搬遷，在尋求之中，
從神領受新的禾場異象，於是搬遷至北聖荷西，服務 
North Valley 、Berryessa 一帶廣大的華人社區，直到
今日。

我們教會的使命是－「在基督裡成長，在萬民中傳
揚！」弟兄姊妹在活潑的主日崇拜中領受生命信息，也
在週二的禱告會裡經歷神的同在和大能，並透過 3G 小
組，在恩慈的環境下（Grace），一方面經歷個人成長，
逐步活出圓融而成熟的生命（Growth）；另方面也透過
各個小組策劃的外展活動，進入社區傳揚福音，把人引
到神面前，得著豐盛的生命（Gospel）。

我們教會的聖工有四個層面－「塑造門徒，修造家
庭，建造團隊，造福萬民。」從個人、家庭、團隊的建
造，一直到本地與海外的宣教，各個層面持續發展，教
會聖工也日漸興旺；今年二月間，蒙神特別恩典，透過
拍賣購得會所，使我們能更有效地進入社區，傳揚福
音。我們也不停地在禱告中宣告北聖荷西的屬靈復興，
求神使用這塊的地方，成為加州和全美的祝福。

方舟浸信教會是一個有異象、有活力，充滿愛與溫
馨的教會；我們很重視家庭的核心價值，教會以家庭為
主軸，主日的讚美敬拜也以家庭崇拜方式進行，全家
大小在活潑的氣氛中一同敬拜神。我們的會友一半是
成人，一半是青少年孩童，其中60%在家教育（home-
schooling）。我們特別關注孩童的靈性及品格教育，不
僅每週日有不同年級的兒童及青少年主日學課程，還有
每隔週六舉辦的「小榮光品格營」，透過精心設計的品
格課程來塑造孩童，效法耶穌，裝備他們成為未來世代
的領袖。另外還有 Bible Bee 兒童背誦聖經活動、兒童
合唱訓練等等。教會也經常舉辦以家庭為主題的社區活
動，如與聖荷西市立圖書館合辦「從愚蒙到成熟」親子
講座、在家教育座談會、拼布教室、相簿教室等，其他
還有「甜甜圈俱樂部」夫妻課程、母親節家庭博覽會、
除夕家庭守歲營、感恩節火鍋圍爐、暑期家庭歡樂營、
逾越節晚餐等等。許多人作見證說，教會裡長大的孩子
和一般的孩子很不一樣。竭誠歡迎您全家走進方舟，和
我們一同敬拜、一同成長、一同傳揚！

建堂喜訊：

2006 年，我們所租借位於 Los Altos 的教會要
賣，迫使我們搬遷，當時弟兄姊妹四出遍尋聚會場地不
著，在失望之間，我們自忖，神既是豐富的，祂的兒女
應該不會沒有地方聚會。若神供應一切資源，那麼，我
們想去哪裡聚會？於是我們查閱人口普查資料和華人教
會分布，發現在北聖荷西一帶、 Montague 以南，是一
個華人聚集卻缺乏教會的禾場；接著神透過聖經詩篇 60 
篇，把我們當時的困境和未來的方向清楚地呈現出來，
於是我們決定認領北聖荷西 95131 和 95132 二個郵
區，稱之為「1312 異象」，並找著一幢商業樓宇，花了
二年的時間，改建成為教會，經過許多的艱難和神蹟奇
事，我們終於取得執照，並於 2008 年開始在1312地區
積極傳揚福音。

不料一年之後，所租的商業樓宇突然被一個佛教團
體買去，迫使我們再次面臨搬遷的窘境；在訝異與困惑
之中，神透過聖經賜下「我必幫助你」的應許來安慰我
們；經過深思禱告，我們決定自己購堂，經過二年的尋
尋覓覓，終於在去年6月找著一幢彷彿是量身訂做的商
業樓宇，雖然價格高昂，但是神用祂的話－「我要將暗
中的寶物和隱密的財寶賜給你」來應證祂的帶領，雖然
當時只有八萬元的建堂基金，但我們憑信心出價二百多
萬元，並從四個買家中勝出。然而在買賣過程中，我們
發現該樓宇產權不清，而賣主又不願釐清產權，幾經拖
延，最後賣主斷然撤離，轉而與其他買家交易。在失望
之餘，我們卻得知，因為積欠貸款，銀行正準備拍賣該
幢樓宇，這一消息如同曙光乍現，於是我們轉而等候法
拍。豈料在拍賣前夕，賣主將產權轉入新開設的空頭公
司，隨即宣告破產，使銀行無法拍賣。後來破產官司纏
訟將近半年，拍賣日期也一延再延。這期間我們只有等
候，抓住神的應許，連鎖禁食，弟兄姊妹們每天中午在
教會聚集禱告，呼求並宣告神的應許，如此持續了大半
年時間；最後銀行終於勝訴。拍賣當天，我們是唯一的
競標者，所以就用比底價多一分錢的超低價格，標得這
幢建築。消息傳出，弟兄姊妹皆相擁而泣，直讚美神的
作為大哉、奇哉，遠遠超乎我們所能想像。一切的等
候、一切的失望，都在此時化為佳美的見證與祝福！神
印證了祂隱密財寶的應許，原來就藏在等候之中。願榮
耀歸於神！

方 舟 浸 信 教 會

地址：380 Montague Expressway, Milpitas, CA 95035        電話：(408)526-1312
網址：www.arkbaptistchurch.org                           會牧：孫慈俠牧師

ARK BAPTIST  CHU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