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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七月五日 
 

  祝美國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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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餐、讀經、牧師禱告 
   

恭敬領受神的話語 
   

我父作事直到如今 
約翰福音 5:1-18 

李仲倫牧師 
 

奉獻、報告、祝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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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天﹝7/5 ﹞是七月份的第一個主日，也是我們守聖餐的日子：

『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路 22:19﹞。請每一家自行準

備一個無酵餅與一點葡萄汁﹝酒﹞，讓我們一同記念主。 

2.  從今天﹝7/5、11:00am﹞開始，中文成人主日將進入 2020年第三

季﹝7月到 9月﹞，其安排如下：﹝請注意鏈接的改變﹞ 

﹝1﹞「聖經真理」系列的主日學將教授「教會歷史」。 
             https://zoom.us/j/96916744288?pwd=RzIxQ2JNeGJrTzlBTTB1ZTRFRU00QT09  

                     Meeting ID: 969 1674 4288, Password: 882050 
﹝2﹞「教會生活」系列的主日學將教授「品格建立」。 

             https://zoom.us/j/93473504369?pwd=UXk2TG5tQjVkU0NUeC9JeXg4UmxCQT09  

        Meeting ID: 934 7350 4369, Password: 351063 
﹝3﹞「信徒生活」系列的主日學將教授「心靈輔導」。 

     https://zoom.us/j/664777108 
「信徒生活」是一門新開的主日學系列，本期的「心靈輔導」課程

是專門為著心靈有需要的信徒而開設的，其中的教師都是受過輔導

專業訓練的弟兄姊妹，也有已經開業的心理諮詢師，他們將以神的

話語與輔導的專業相結合，來服事華美的會眾，請大家為此新開的

課程禱告，並積極參與。 

3.  教會將在七月十九日﹝主日﹞舉行一次會員大會，為著投票確認

Pastor Robert Shearer 為本教會英文牧師，請大家預留時間參加﹝具

體時間和 Zoom鏈接請容後通知﹞。 

4.  週五團契聚會將於週五﹝7/3﹞暫停一次。7/10與 7/31﹝本週五、

8:00pm﹞我們再次邀請到李良達牧師來分享近日社會中的熱點話

題，請大家預留時間參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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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s Fargo等。支票的奉獻則請寄到教會的地址。 

6.  請大家多多參加教會四個時段的禱告聚會： 

7:00-7:30 為著個人：屬靈方面、生活方面、家庭方面的需要。 

7:30-8:00為著教會：主日崇拜、傳揚福音、團契生活、各項事奉 

8:00-8:30為著事奉：牧師與執事、小組的組長、主日學的教師、

外地的宣教士。 

8:30-9:00為著世界：目前的疫情、社會的平安、政府的領袖。 

 

會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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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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pm, 7:30 pm, 8:00 pm, 8: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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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狀病毒所教導我們的功課 
「一場全球新冠狀病毒疫情，讓我們明白～未來 拼的不是學歷、不是經歷、不是財

力，拼的是…免疫力！」這是最近在一個銷售營養保健品網站讀到的廣告詞。初看

會心一笑，再看覺得一針見血。所以就借用這段廣告詞的語氣，來分享新型冠狀病

毒教導我的 人生功課，就是在後疫情時代我們需要培養的能力。  

在美國生活久了，我們習慣的就是生活中的事情都會依照所預期的發生。這種「確

定感」帶給我們一切都在掌控之下的期待。我們期待水源與電源穩定，車子會發

動，加油站有汽油，超市有衛生紙，可以隨處上網購 物，付賬單，手機有 4G/LTE

訊號。我們習以為常這種重復 操作，單調劃一的生活形態，讓「經常」理所當然

地成 為「正常」。這場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徹底地打破我們擁有 「確定感」的假

象。「反常」的疫情打亂了我們的章法， 特別是像我們這種每天依照行事歷與時

刻表安排生活作息的人。雖然「疫」料之外的病毒出來攪局，它卻點醒 了我們：

未來的歲月充滿的是變數而不是常數。所以，要在瞬息萬變的世界生活，就得培養

出應變力。但是這談何容「疫」呢？  

病毒讓我想起小時候學習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聆 聽老師講解《易經》的一段話至

今記憶猶新。他說《易 經》是一本描述天地萬象變化的經典，所以「易」就是永

無止息的替換改變之意；「容」是包容。因此「容 易」就是能包容變化，如果能

容忍接受世間風雲的變 幻莫測，那日子當然就很「容易」過了。我當時年紀 小，

聆聽之後覺得很有道理。如今年齡漸長，重新思考老師的這個解釋，有了一番新的

體認。我覺得包容變化不是被動地任憑擺布，或是忍氣吞聲，或是無可奈 何的認

命；而是具備一種力量能夠主動的回應變化。因此，在這個世界當中有沒有一種超

越「萬變」的「不 變」而能夠以不變應萬變呢？基督信仰提供了肯定的答案。聖

經描述一位永遠長存而且亙古不變的神，「天地都要滅沒，祢卻要長存；天地都要

如外衣漸漸舊了。祢要將天地如里衣更換，天地就改變了。唯有祢永不改變，祢的

年數沒有窮盡。」（詩 102：26-27）這位永不 改變的神也掌管一切，沒有一件事是出

乎祂的意料之 外。「你們要追念上古的事，因為我是神，並無別神。我是神，再

沒有能比我的。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從古時言明未成的事，說：我的籌算必立

定，凡我所喜悅的，我必成就。」（賽 46:9-10）  

所以，新型冠狀病毒提醒我疫情不是「反常」現象，而是「非常」時期。它促使我

們跳脫老生常談的舊調，重新思考下面這句話：  

「我不知明日將如何，但我知誰掌管明 天。」 

（I do not know what tomorrow holds, but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  

我們承認不知明天將會如何，但是我們真的知道是 「誰」在掌管明天嗎？而我們

是否願意將自己交托給這 位掌管明天的「誰」，仰賴祂的不變來面對每天的瞬息

萬變？我們的答案：是的。因為藉著認識耶穌基督我們認識神（約 14:7），所以發生

在我們生命中的 好事與壞事，對神而言都是萬事。這位讓萬事互相效 力的神，在

祂純全善良的旨意之下，讓那些愛神而被 神呼召出來的人，得到益處（羅 8:28）。

這次 疫情中我們立定心志，要成為一個愛神而被神呼召的 人……不是要得到益

處，而就是單純的愛神，回應祂的 呼召。 摘錄自《使者雜誌 63 卷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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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