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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華人基督教聯會 
Hawaii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es Union (HCCCU) 

 

 

 主  席:  湯仲擎牧師 副主席: 朱柯牧師 

 文  書: 劉鏘國弟兄 財  政: 區劍華弟兄 

 

 

我們的信念: 
合一是更美好的見證 

合力是更有效的事奉 

合作是更寶貴的成就 
 

我們的根據: 
 

耶穌為門徒禱告說:  

『聖父阿，求祢因祢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 

  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  (約 17:11)  

 

耶穌又對門徒說: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 

  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 13:35) 

 

使徒保羅說:  

『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 

  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 (加 3:28)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弗 4:3) 
 

 

我們的目標:  

追求合一，保持和諧，同心事奉，高舉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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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 8/26 湯仲擎牧師 領詩: 檀島浸信會 

 8/27 方李曉芳傳道  檀香山華人信義會  

 8/28 朱柯牧師  檀香山華人信義會 
 

 

聚會程序 

  

 1. 序樂     司琴    

 

 2. 宣召     主席  

 

 3. 歡迎      主席  

 

 4. 短詩     領詩  

 

 5. 祈禱     主席 

   

 6. 獻詩 8/26                     夏威夷華人浸信會 

  8/28           檀香山華人信義會 
  

 7. 介紹講員      主席 

      

 8. 講道 8/26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于宏潔牧師 

   8/27              “基督是我們的道路” 傳譯 : 陳嘉順弟兄 

   8/28              “基督是我們的標竿”   
 

 9. 唱詩     會眾 

 

 10. 奉獻         大家可以用以下方式透過各教會或中信福音中心 主席  

轉交奉獻來支持夏威夷華人基督教聯會事工： 

 1) 現金奉獻：請在獻金封上註明轉交 HCCCU 

 2) 支票奉獻：抬頭請寫 HCCCU 

 

 11. 報告     主席 

  

 12. 祝福  8/26 湯仲擎牧師 

   8/27 朱柯牧師 

   8/28 朱柯牧師 

 

 12. 默禱       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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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簡介 
 

 

 

 

 

 

于宏潔牧師 

Rev. Hongjie Yu 

 

 

 

于宏潔牧師自幼年起就發現長有腫瘤並接受各種治療，先後歷經八次手術。

七零年末赴美研究所求學，主修電腦，畢業後在矽谷電腦工程界工作十餘

年。一九九一年蒙召全時間服事主，一九九三年開始了位於加州的「矽谷基

督徒聚會」(Silicon Valley Christian Assembly, www.svca.cc)，並任該教會牧職

迄今。其後，並於二零零八年成立了「香柏木培訓中心」（Cedar Training 

Center, www.cedartc.org），以培育神家建材為宗旨。于牧師和于師母經常到海

內外各地服事眾教會，信息以真理為根基，非常重視生命的進深與生活的實

踐，且因曾帶職服事多年，對有心事奉者易有實際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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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五) 7:30 PM    
 

講題：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主題經文: 西 3:4；加 2:20；腓 1:20-21a；林後 4:7-12 

 

一. 基督徒生活的目標―彰顯基督 

1. 保羅的人生目標 

20 照著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

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 (腓 1:20-21a) 

2. 保羅自己的見證 

a. 福音因著保羅受捆鎖反而更加興旺 (腓 1:2-13) 

b. 主內弟兄因著保羅受捆鎖反而更加得堅固 (腓 1:14) 

二. 秘訣：藉著活基督―「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西 3:4)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加 2:20) 

 保羅的榜樣(腓 1:22-26)  

1. 保羅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對他而言，這是好的無比 

2. 然而，保羅對他仍在內身活著的意義與價值充滿了把握： 

a)  保羅能叫更多人得救 

b)  保羅能使眾人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 又喜樂 

c) 保羅能使眾人在基督裡的歡樂因保羅來到而越發加增 

三. 接受基督的替代，珍惜活出基督的機會 

7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 神，不是出於我

們。 8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至失望； 9 遭逼迫，卻不被

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10 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

身上。 11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

的身上顯明出來。 12 這樣看來，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

動。 (林後 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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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六) 7:30 PM    
 

講題：基督是我們的道路 
主題經文: 約 14:6；路 9:23；腓 2:5-13；林後 4:7-12 

 

一. 基督不僅是生命，也為我們留下了祂的腳蹤，成為我們的道路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

去。…」 (約 14:6)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祂的腳

蹤行。(彼前 2:21) 

二. 基督的道路是十架、捨己的道路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

我。…」(路 9:23) 

 5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 6 祂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奪

的；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8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

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9 所以， 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

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10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

無不屈膝，11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 神。(腓 2:5-11) 

1. 全然的捨己 

2. 完全的降卑 

3. 絕對的順服 

三. 對十架該有的認識與經歷 

1. 受苦不是十架的目的，基督才是；「不再是我」不是目的，「乃是基督」才是。 

2. 十架的經歷是為了使我們「得著基督」並「活出基督」來。藉著耶穌基督並祂釘十

字架，使我們的生活以「得著基督作生命，活出基督作使命」。 

1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裏去，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 神的奧祕。 2 因

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3 我

在你們那裏，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 4 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

的言語，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 5 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 神的

大能。(林前 2:1-3) 

3. 復活與基督生命的彰顯是真實十架經歷的明證 

10 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11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

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12 這樣看

來，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林後 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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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日) 7:30 PM    
 

講題：基督是我們的標竿 
主題經文: 羅 8:28-30；腓 3:7-8, 12-16；來 12:1-2 

 

一.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西 3:11)（按英文另譯） 

 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

人。 29 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使祂兒子在許多

弟兄中作長子。 30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

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羅 8:28-30) 

二. 基督是我們的至寶：最智慧的抉擇  

7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8 不但如此，我也

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

糞土，為要得著基督。(腓 3:7-8) 

三. 基督是我們的標竿：最專一的追求 

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

穌所以得著我的（所以得著我的：或譯所要我得的）。 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

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14 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15 所以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總

要存這樣的心；若在甚麼事上存別樣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們。 16 然而，我們

到了甚麼地步，就當照著甚麼地步行 (Nevertheless, whereto we have already 

attained, let us walk by the same rule, let us mind the same thing. - KJV) (腓 3:12-16) 

四. 基督是我們榮耀的盼望 

 我們是天上的國民(…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NIV)，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

督，從天上降臨。祂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身體改變形

狀，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腓 3:20-21) 

 1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

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2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

終的耶穌… (來 12:1-2a) 

  



 8 

夏威夷華人基督教聯會 

會員堂會 
 

 

1. 宣道會真理堂 Alliance Bible Church 

 主日崇拜地點 : Honolulu Central SDA Church 電話: (808) 550-8880 

   2313 Nuuanu Ave., Honolulu, HI 96817 

 主日崇拜時間  : 9:00 a.m.   

 主日崇拜語言  : 粵語/國語/英語  

 長老 : 陳本生長老 

 通訊地址 : P.O. Box 271, Honolulu, HI 96809 

 電郵 : info@abchonolulu.org  

 網站 : www.abchonolulu.org 

 

 

2. 檀島浸信會  Chinese Baptist Church 

 主日崇拜地點 : Waialae Baptist Church  電話: (808) 734-3483 

   1047 21st Ave., Honolulu, HI 96816  

 主日崇拜時間 : 12:00 Noon  

 主日崇拜語言 : 粵語/國語/英語  

 聯絡人 : 蔡周婉華師母  

 電郵 : cbch@chinesebc.org 

 網站 : www.chinesebc.org 

 

 

3. 檀香山華人信義會  Chinese Lutheran Church of Honolulu 

 主日崇拜地點 : 1640 Liliha St., Honolulu, HI 96817  電話: (808) 550-8261 

 主日崇拜時間 : 9:00 a.m. ; 10:30 a.m. (崇拜均設網上直播) 

 主日崇拜語言 : 英語 ; 國語/粵語  

 牧師 : 朱柯牧師    

 國語傳道 : 方李曉芳傳道 

 英語傳道 : 大城盛知傳道 (Minister Jason Oshrio) 

 電郵 : office@clch.org   

 網站 : www.clch.org 

網上直播結鏈 :  中文堂  www.clch.org/live  

 英文堂  www.convergehawai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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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華人基督教會  First Chinese Church of Christ in Hawaii 

 主日崇拜地點 : 1054 S. King St., Honolulu, HI 96814 電話: (808) 593-9046 

 主日崇拜時間 : 8:45 a.m. ; 10:30 a.m.   傳真: (808) 593-2145 

 主日崇拜語言 : 國語 ; 英語  

 中文堂牧師 : 許信靖牧師 

 英文堂牧師 : Rev. Dr. Choo Lak Yeow  

 電郵 : info@ fccchawaii.org 

 網站 : www.fccchawaii.org 

 

 

5. 夏威夷華人浸信會 Hawaii Chinese Baptist Church  

 主日崇拜地點 : 477 N. King St., Honolulu, HI 96817   電話: (808) 531-6222 

 主日崇拜時間 : 9:30 a.m. (設網上直播)  

 主日崇拜語言 : 粵語    

 主任牧師  : 湯仲擎牧師    

 電郵 : aloha@gohcbc.org 

 網站  : www.gohcbc.org 

 臉書 Facebook :  www.facebook.com/gohcbc 

 英語事工  : Living Faith Baptist Church 

 主日崇拜時間 : 9:30 a.m. (英語) 

 

 

6. 檀島華人宣道會  Honolulu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主日崇拜地點 : 1110 Isenberg St., Honolulu, HI 96826 電話: (808) 949-7431 

 主日崇拜時間 : 9:00 a.m. ; 10:45 a.m. (崇拜均設網上直播) 

 主日崇拜語言 : 粵語 ; 英語   

 主任傳道 : 鮑家麟傳道    

 電郵 : hcachawaii@gmail.com 

 網站 : www.hcachawaii.org   

 臉書 Facebook : www.facebook.com/HonoluluChineseAllianceChurch 

 
 

7. 夏威夷中信福音中心 Hawaii 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 Gospel Center 

 辦事處 : 100 N. Beretania St., #168A, Honolulu, HI 96817 電話: (808) 545-5122 

 聯絡人 : 武王映嫻姊妹  

 電郵 : hccmgc@gmail.com  

 網站 : www.ccmhawaii.org 

 臉書 Facebook : www.facebook.com/ HCCMGC   

 

 中信癌友互助會熱線電話: (808) 232-4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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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基中心書室 HomeBase Family Resource Center 
  

     門市部 : 760 Halekauwila St., Suite 211, Honolulu, HI 96813  電話:(808) 585-2937 

 分銷處 : 夏威夷中信福音中心 

 開放時間 : 星期一至六 10:00 a.m. - 5:00 p.m. (疫情下請先預約時間) 

 負責人 : 歐陽筠兒姊妹 

 電郵 : homebasehawaii@gmail.com   
   

 

 

夏威夷華人基督教聯會  

培靈會同工工作分配 
 

I. 會前準備: 
 

 網頁設計 夏威夷中信福音中心 

 海報設計 莊詠珊姊妹  

 編印手冊 檀香山華人信義會 

  

II. 會中事務 : 
  

 預備花串送予講員 8/26    夏威夷中信福音中心 

 領詩、司琴 8/26 檀島浸信會 

  8/27 檀香山華人信義會 

  8/28 檀香山華人信義會 

 獻詩、司琴 8/26 夏威夷華人浸信會 

  8/28 檀香山華人信義會 

 招待、奉獻點算 8/26 檀香山華人信義會 

  8/27 檀香山華人信義會 

  8/28 檀香山華人信義會 

 錄音及交通指揮 8/26 檀香山華人信義會 

  8/27 檀香山華人信義會 

  8/28 檀香山華人信義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