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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感恩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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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牧師禱告 
   

恭敬領受神的話語 
   

正應了先知的預言 
使徒行傳 13:23-31 

李仲倫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報告、祝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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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下主日﹝12/6 ﹞將是中英合堂的主日崇拜，是十二月的第一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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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每一家準備一個無酵餅與一點葡萄汁﹝酒﹞，讓

我們一同記念主。 

2 .  下主日﹝12/6、10:45 AM ﹞的中英合堂崇拜後，將舉行今年第二

次的會員大會，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們會以線上的方式舉行。屆時

要通過教會 2021年的預算，﹝預算內容已通過電子郵件寄到各位

教會會員郵箱，請注意查看﹞，並且公佈明年的教會主題與牧師們

的年度報告。請所有會員一同參與。當天的主日學將暫停一次。 

3 .  感谢神！11月 16日的会员课程顺利进行。李牧，吴慧，邹文胜，

胡多文，林南圭，曹林英 6位弟兄姊妹加入华美大家庭，成为新的

教会会员。让我们共同崇拜，相互关爱，合一建造华美大家庭。 

4 .  12月 24日﹝週四﹞是一年一度的聖誕除夕，往年當天晚間我們都

會舉行「燭光晚會」。但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這次將以線上方式

舉行。時間是 7:00~8:00pm，來慶祝主耶穌基督的降生，請大家預

留時間參加。 

5 .  在今年 12月 28日至 30日的「2020 全球華人差傳大會」，將以線

上方式舉辦。請弟兄姊妹到下列網站註冊參加： 

 https://www.afcinc.org/zh-cn/CMCReg.aspx?cmcName=2020g  
12/7之前的報名費是每人$10，包括兩台電子設備，之後則為$25。 

6 .  除了上述的差傳大會，在 12月 27日至 31日將另有一個的「中國

福音大會 2020」。請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到下列網站註冊參加： 
https://www.gospel4china.org/  

報名費是每人$10，中國大陸出席者一律免費。 

7 .  2021年中文成人主日學第一季﹝一月到三月﹞的安排如下： 

﹝1﹞「聖經真理」系列的主日學將教授「新約概論 II」。 

﹝2﹞「教會生活」系列的主日學將教授「追求聖潔」。 

﹝3﹞「信徒生活」系列的主日學將教授「內在醫治」。  

8 .  請參加教會週三 8:00pm的禱告聚會，藉點擊下列鏈接： 

https://zoom.us/j/93225597443?pwd=YWpWblM3clhSVlEzWmpVeFFkT3gzZz09 

                    Meeting ID: 932 2559 7443, Passcode: 789085 

 

 

 

 

 

會務報告 

http://www.gccsd.org/
https://app.getresponse.com/click.html?x=a62b&lc=B1lpfF&mc=JO&s=nlKO73&u=SOpJ&z=ES9IG6K&
https://app.getresponse.com/click.html?x=a62b&lc=B1lpfF&mc=JO&s=nlKO73&u=SOpJ&z=ES9IG6K&
https://zoom.us/j/93225597443?pwd=YWpWblM3clhSVlEzWmpVeFFkT3gzZ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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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堂牧師 English Pastor：羅伯·希勒牧師 Robert Shearer  

shearer.ra@gmail.com   C: (858) 405-6282 
 

關懷牧師 C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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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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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信徒生活」第一季主日學 
CL402「內在醫治」 

教師：王芝芸姊妹、楊朝暉弟兄 
  

從我們出生開始，一生的成長過程都需要愛。但是，生長環境、原生家庭及

人際關係常常會帶給我們不同程度的傷害。渴望得到愛，卻無法被滿足的傷

害，會儲存在記憶中，沒有被醫治。沒有被醫治的傷害，會造成人格扭曲，

破壞人際關係，因此「內在醫治」是醫治我們記憶中累積的傷害，更新我們

裡面的人，成為新造的人。 

目標：課程中幫助弟兄姐妹了解生命中「傷害」與「破碎」的根源性，學習

基本的心理學理論，通過聖經與心理學的有效結合，經歷上帝的恩典與醫

治。「耶和華拉法」的意思是耶和華醫治你。馬太福音說：「祂代替我們的

軟弱，擔當我們的疾病」﹝太 8:17﹞。神不僅醫治了我們的靈魂，也醫治了

我們內心的疾病。 

日期 主題 經文 

1/3 内在医治的圣经根据 詩 6:2~9 

1/10 恩典与真理 約 1: 14 

1/17 我们的生命树 箴 11:30 

1/24 天父儿女的身份 約 1:12 

1/31 重塑自我形象 賽 49:5 

2/7 心灵的医治 賽 53:5 

2/14 情绪的伤害与医治 詩 42:3~5 

2/21 心思意念是战场 林後 10:4~5 

2/28 创伤后症候群的医治 詩 69:20~30 

3/7 原生家庭伤害的医治 創 50:15~21  

3/14 话语的祝福 箴 12:18 

3/21 饶恕-医治的金钥匙 雅 5:16 

3/28 灵命蓝图 詩 139: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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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