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地雅歌華美基督教會 
Glory Christian Church of San Diego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四日 
 

  榮神益人 

2020 教會主題：世世代代   

植根聖經、生命更新、愛神愛人、廣傳福音、作主門徒   
------------------------------------------------------------------- 

人人都參與服事的教會、宣教的教會、注重合一的教會 

追求聖經真理的教會、信仰傳承的教會、社區型的教會 

完全奉獻的教會 
------------------------------------------------------------------- 

崇 拜 程 序 
 

預備敬拜、唱詩、讀經、牧師禱告 
   

恭敬領受神的話語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哥林多後書 12:1-10 

李仲倫牧師 
 

奉獻、報告、祝禱 
------------------------------------------------------------------- 

 

 

9888 Carroll Centre Rd., Suite 100                     

San Diego, CA 92126 

http://www.gccsd.org 

858-578-4000 

 
 

     

 
   

1.  「會員大會」將在 6/7 舉行，為著修訂教會的章程﹝bylaw﹞與新

任崇拜部執事的投票。如果順利通過，將會在 6/27再有一次「會

員大會」，為著通過英文牧師的聘用。 

2.  很快要到执事换届的时间了，今年共有 5位换届执事，其中 4位完

成第一个任期（两年）： 王宏（主席），唐彤（行政），傅麗如

（团契）和许智超（财务），感谢主！4位都愿意再继续服事一

届。而冯军弟兄已经在崇拜部服事了两届，根据章程必须退下休息 

- 为他的忠心服事感谢神。所以請大家為著崇拜部的执事改選禱

告。 

3.  目前「聘牧委員會」已將一位英文堂牧師的後選人推薦給執事會，

執事會正在評估候選人和尋求神的心意。這是全教會的重要事務，

請大家為此禱告。 

4.  教會在 2020年第三季﹝7月到 9月﹞的主日學安排如下： 

﹝1﹞「聖經真理」的主日學將教授「教會歷史」。 

﹝2﹞「教會生活」的主日學將教授「品格建立」。 

5.  目前教會的所有聚會都採用視訊的方式，所以請每個弟兄姊妹都按

著以下的時間上網聚會： 

﹝1﹞主日崇拜：中文 9:15am；英文 11:00am 

﹝2﹞主日學：中文 11:00am；英文 9:15am 

﹝3﹞禱告聚會：週三 7:00pm、7:30pm、8:00pm、8:30pm 

﹝4﹞週五團契：請與各團契小組長聯絡，以確定聚會時間 

﹝5﹞週二團契：心靈驛站 9:30am；相互守望 10:00am 

6.  因為教會將有一段採用直播方式聚會的時期，到底會有多久，將視

疫情而定。因此請大家盡量使用 Zelle網上的電子轉賬來奉獻，賬

戶 ID是gccsddonation@gmail.com，recipient 可填寫 GCCSD。支持

Zelle轉賬的銀行包括 BOA、Chase、Citi、Ally bank、Capital One

等，具體問題可聯系教會財務執事許智超弟兄。支票的奉獻則請寄

到教會的地址。 

7.  請大家多多參加教會的禱告聚會，求神保守疫區的病患與醫護人

員。同時，請大家多多使用教會網站，牧師們會不時上傳一些鼓

勵、安慰的信息，可以用作彼此分享與傳揚福音的用途。讓我們同

心、同工，在此艱難的時刻，依然能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會務報告 

http://www.gccsd.org/
mailto:gccsddonation@gmail.com


主日崇拜 
  

中文堂：主日崇拜：9:15 a.m. 主日學：11:00 a.m.   
 英文堂：主日崇拜：11:00 a.m. 主日學：9:15 a.m.   
 兒童班：主日崇拜：9:15 a.m. 主日學：11:00 a.m.   
中文堂牧師 Chinese Pastor：李仲倫牧師 Aaron Lee 

pastoraaronlee@gmail.com   C: (858) 405-3776 
 

關懷牧師 Care Pastor：楊錫銘牧師 Ming Yang  

pastorming.gccsd@gmail.com   C: (858) 205-0832 

華語禱告會  週三 8:00 p.m. 

團契聚會週五 7:45pm 在教會 

 華美團契 
 傅麗如 (858) 952-9354 

 王    宏  (760) 912-2026 

  青橄欖小組    范    珖 (858) 538-9284   

  更    新小組   劉    彤 (858) 206-1357 

  喜    樂小組   劉從義 (858) 900-4168  

  仁    愛小組  康建曉 (858) 999-4249 

  慕    溪小組  李芳嘉  (858) 729-3628 

 校園團契  賈小琁 (858) 209-9442 

  賈  昭 (858) 900-8946 

 華美詩班   揚  聲 (858) 336-3029   每週五 6:00 pm  教會 

 心靈驛站  梁文偉 (916) 757-0039   每週二 9:30 am 教會 

 相互守望 
  傅麗如 (858) 952-9354  

  楊  寧 (858) 397-8598 
  每週二 10:00 am 家庭 

週六 Saturday 

 UTC團契  毛才良 (858) 792-1495  每月第一週 6:00 pm 家庭 

 長青團契  李信德 (619) 275-3260    每月第三週 2:00 pm 教會 

兒童教育 
嬰幼兒看護和教育 
 (0-4  years） 

張永明 (858) 382-8333 周日兒童崇拜（K-5)  

周日兒童主日學 (K-5) 

周五兒童團契 (K-5)  
   

 

 

 

2020 年「教會生活」第三季主日學 

CL405「品格建立」 
存著無虧的良心，叫你們在何事上被毀謗， 

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誣賴你們在基督裏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愧 
  

對基督徒而言，信仰不是生活的點綴，信仰就是我們的生活。我們的人生觀、價值

觀、世界觀都是以基督的信仰為依歸的。因此，這一個信仰也塑造我們的品德與性

格，品德是內涵，性格是表現。「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加 5:22~23﹞，乃是賜生命的靈在我們裡面，經過時間的釀造，所結出

的那些美好品德的果實。但是聖經也教導我們要操練敬虔如同操練身體一樣﹝提前 

4:8﹞，身體的健康與鍛鍊有直接的關係，真實的敬虔也與性格的操練密不可分，

「真誠、謙卑、寬大、專一、柔和、良善、莊重、堅毅、慷慨、合群、剛強」，才

能叫人在我們身上看見神，「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

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 16﹞。 

 

日期 主題 經文 

7/5 建立基督品格的素質 彼前 3:16 

7/12 成全教會事奉的品格 提後 3:10 

7/19 操練敬虔凡事有益處 提前 4:8 

7/26 真誠不虛偽 約壹 3:18 

8/2 謙卑不驕傲 彼前 5:5 

8/9 寬大不狹窄 林後 6:11~13 

8/16 專一不旁騖 羅 12:7~8 

8/23 柔和不主觀 太 11:29 

8/30 莊重不輕浮 多 2:6~8 

9/6 堅毅不灰心 加 6:9~10 

9/13 慷慨不吝嗇 林後 8:1~3 

9/20 合群不孤僻 羅 12:15~16 

 
  

      ﹝如欲查閱較詳盡的內容，請登錄教會網站或微信公眾號﹞  

mailto:pastoraaronlee@gmail.com
mailto:pastorming.gccsd@sbcglobal.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