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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榮神益人 

2022 教會主題：在祂裡面生根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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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命人生 
羅馬書 14:7-9 

林楹俊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報告、祝禱 
------------------------------------------------------------------- 

 

 

9888 Carroll Centre Rd., Suite 100                     

San Diego, CA 92126 

http://www.gccsd.org 

858-578-4000 
 

 

     

 
   

1 .  感謝神！帶領林楹俊牧師在今天來到本教會證道，謝謝林牧師的分

享，願神記念他在主裡的勞苦。 

2 .  十月一日﹝本週六、6:30pm﹞將有一次「UCSD校園迎新」活動，

詳情請與高雲翔弟兄連絡。十月份其餘的迎新活動如下：10/8戶外

燒烤聚會、10/14「大學與職業規劃」主題講座、10/21「做正確選

擇」主題分享、10/28「戀愛與交友」主題分享。 

3 .  九月至十一月「幸福小組」的日程表如下：9/23、9/30、10/7、

10/14、﹝10/21柏有成牧師佈道﹞、10/28、11/4、11/11、11/18、

﹝11/24感恩節﹞。 

        幸福小组第三期分組如下： 

                 A.賜隆梅芳-于萃玲、贾昭、建斌、晓玲、龙辉、伟鈿。 

                 B.力毅文伟-李正科、韩路、大为攀高。 

                 C.永明王秉-天文时霖、张毅鸿蕾、张谦杨宁，及更新小组。 

                 D.范珖麗如-大纶李方、罗曼。 

4 .  週五團契的各個小組聚會由本週起將由現場轉為線上舉行，時間是

7:30pm開始，參加者請先進入教會網站 http://gccsd.org/chinese。

然後點線上敬拜的鏈接。或用下列信息： 

Meeting ID: 834 3261 8675、Passcode: 9888。 

5 .  周五 Friday Night Children Program 需要老师和助手，请愿意的弟

兄姐妹到儿童室里的 Excel sheet 上签名。 

6 .  十月 21-23日的福音大會，我們邀請到柏有成牧師。共有五堂聚

會，主題是「說好的幸福呢？」： 

﹝1﹞10/21﹝ 週五、7:30pm﹞「給尋找夢想的你」 

﹝2﹞10/22﹝ 週六、10:00am﹞「給尋找成功養育之道的你」 

﹝3﹞10/22﹝ 週六、7:30pm﹞「給尋找方向的你」 

﹝4﹞10/23﹝ 主日英文堂、9:00am﹞「Let Me Tell You a Story」 

           Scriptures: 1 Corinthians 15:1-5 

﹝5﹞10/23﹝ 主日、10:45am﹞「給尋找幸福的你」 

           聖經經文：希伯來書 11：8-16 

請大家為此禱告，且邀約親朋好友參加。 

7 .  教會將在十一月 20日舉行 2022年的第三次洗禮﹝感恩節洗禮﹞，

凡有意願參加者，請與李牧師聯絡。 

8 .  教會在八月份奉獻$48,130.87，支出$24,548.92，結餘$ 23,581.95。

讓我們為著神對教會財務的供應感謝神。 

 

會務報告 

http://www.gccsd.org/


主日崇拜 
  

中文堂：主日崇拜：10:45 a.m. 主日學：9:00 a.m.   
 英文堂：主日崇拜：9:00 a.m. 主日學：10:45 a.m.   
 兒童班：主日崇拜：9:00 a.m. 主日學：10:45 a.m.   

華美教會牧師 Pastor of GCCSD：楊錫銘牧師 Ming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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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堂牧師 Chinese Pastor：李仲倫牧師 Aaro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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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禱告會  週三 8:00 pm ZOOM 

團契聚會週五 7: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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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永明 (858) 780-2610 

  喜    樂小組   劉從義 (858) 900-4168  

  仁    愛小組   施明連 (714) 876-8958 

  慕    溪小組   于萃玲  (678) 296-1872 

  信望愛小組   陳力毅  (916) 666-5850 

 校園團契 
      

 高雲翔 (585) 358-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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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廣成 (858) 792-8073  每月第一週 6:00 pm 家庭 

 長青團契  廖結仁 (858) 733-1574    每月第三週 4:00 pm Zoom 

兒童教育 
嬰幼兒看護和教育 
 (0-4  years） 

余賜隆 (858) 353-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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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教會生活」第四季主日學 
NT325「耶穌生平」 

教師：姜廣成弟兄、施明連弟兄、李玲姊妹 
  

2000年前有一個人叫耶穌，來自以色列的一座小城拿撒勒。祂四處行走傳道，招聚

了許多門徒。幾年後，耶路撒冷的宗教領袖誣陷耶穌，把祂交在羅馬政府手裡。他

們就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過了不久，耶穌的門徒開始奉耶穌基督的名傳道，說

耶穌基督復活了。越來越多的門徒加入這場福音運動，時至今日，就是今天的基督

教會。 這大概就是一般人對耶穌的認知。 

但是，本課程將讓您對這位「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的主耶穌基督有

全新的啟示。我們要從已過的亙古到將來的永遠來介紹祂：由「預言中的耶穌」一

直到「耶穌的再來」，並且包含祂完美的人性與整全的神性：「耶穌的領導風

格」、「耶穌的情緒管理」和「耶穌向門徒的啟示」、「耶穌的復活升天」等等。

因為「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若是一一的都寫出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

也容不下了」﹝約 21:25﹞。 
  

日期 主題 經文 

10/2 預言中的耶稣 賽 7:14 

10/9 耶稣的降生與政權的逼迫 太 2: 16 

10/16 耶稣的受試探與開始傳道 太 4:17 

10/23 耶稣呼召門徒與領導風格 約 13:14 

10/30 耶稣的權能與醫治 路 5:17-26 

11/6 耶稣對舊約的詮釋 太 5:38-39 

11/13 耶稣向門徒啟示自己 太 16:13-20 

11/20 耶稣的情緒管理 約 12:27 

11/27 耶稣對末世的預言 太 24:3 

12/4 耶稣面對背叛誣告與羞辱 可 14:60 

12/11 耶稣釘十字架所成就的事 加 2:20 

12/18 耶稣的復活與升天 羅 4:25 

12/25 耶稣的再來與盼望 帖前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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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奉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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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問題可聯系教會財務執事石旭姊妹。 

支票的奉獻則請寄到教會的地址。 
 

 

 

請訂閱華美教會 YouTube线上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wrDbMsk25zIjgbR7hYEz0Q 

﹝如欲查閱較詳盡的內容，請登錄教會網站或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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