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 聖雅的使命宣言： 
 

做主門徒，建立堅固的家庭，以耶穌基督的福音影響社區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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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及出席記錄一覽表  
聚會 時間 上週 聯絡人/電話 

主日 華語主日晨禱 9:00 AM 31 林慕靈牧師 760.722.2360 

 華語主日敬拜 11:00 AM 127 王明約 858.450.3352 

 英語主日敬拜 9:30 AM 50 Connie 林  858.945.1997 

 華語成人主日學 
《以賽亞書》 
《生之追尋》  

9:30 AM    

沈運申 

唐聚泰 

 

 
510.378.2408 
919.539.0557 

 英語成人主日學  11:00 AM  Jon 陳  858.361.0206 

 青少年主日敬拜  11:00 AM 20 Louis 牧師 559.860.9087 

 兒童主日學  11:00 AM  程潁 757.784.2042 

週二 禱告會   7:30 PM 25 程天怡 619.890.6143 

週四 姐妹會  10:00 AM  葉斯婷 760.944.0390 

 燈塔  10:00 AM  郭小蘋 607.425.9410 

週五 青少年 7:30 PM   Louis 牧師 559.860.9087 
 兒童 AWANA 

  
7:30 PM  Josh 尹 

虞紅 

408.489.3434 
858.242.0451 

週五團契：    7:30 PM  鍾如蘭 858.717.7718 

展翅                 吳萬俊   858.717.0371  新生命  吳順意 858.405.3063 

 活水  陳宇 858.342.0752  更新  陳淑娟 858.334.9836 

愛加倍 楊鵬宇    858.699.8116  禱望 王彥峰 760.712.2332 

週六 喜樂 (長輩)  第 2 週 10:00 AM  楊喬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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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敬拜程序 
聚集頌讚來敬拜
  

宣召 	
詩歌頌讚 

常常喜樂 

耶和華的心 

主的恩典夠我用 

祢真偉大 

 

禱告 
奉獻 / 默禱 

頌讚小組 
頌讚小組及會眾 

 
 

 
 
 

劉育聖弟兄 

頌讀宣講來敬拜  牧禱  
證道 「家人傳家業」 

       (詩篇 128) 

王明約長老  
辛立牧師              

              

委身回應來敬拜  
 
 
祝禱宣揚來敬拜  

回應詩歌：我心靈得安寧 

報告 

祝禱：三一頌 

頌讚小組及會眾  
劉育聖弟兄              

王明約長老              
 默禱散會 會眾 

 

服事同工  本主日  下主日  

講員  辛立牧師 陳子良牧師 

領會 /牧禱  鄭東強執事/辛立牧師 劉育聖弟兄/王明約長老 

頌讚帶領 /司琴  林見興/陳怡如 林見興/陳怡如 

投影 /音控  金红/李任 陳宇/謝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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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界正面臨莫大的挑戰.大家知道,3 月 13 日，美國宣佈進入國家
緊 急 狀 況.為遵從政府的規定,並出於對教會肢体的愛心和與關懷,

像所有基督徒一樣,為使教會的事工和敬拜不受干擾,聖雅教會決定

作下列的調整. 

1. 從上主日(三月十五日)開始,直到再通知為止,我們將人與人相聚的活動,

改為在網上交通.這些活動包括全教會的主日敬拜,主日學,礼拜五晚團契,

小組查經,禱告會等.至於個別的事工,如門徒訓練,探訪等,由個人自己作

決定. 

2. 我們將採用 Zoom 這工具,作上述的網上活動.教會將為各樣事工,提供不

同的 Zoom account ID.為這些需要,請每一位事工和小組長與東強弟兄

連絡.東強弟兄將提供進一步的詳情. 

3. 特別在這困難的時侯,教會鼓勵大家彼此代禱和關懷.無論在什麼情況,我

們知道神都在掌權.我們順服神的權能和祂的旨意.愿新冠狀病毒這大瘟

疫快快的離去. 

4. 如何網路聚會的詳細步驟見教會網站,如有技術問題可先與團契小組長連

絡.http://wp.efcsandiego.org/virtualmeetingannouncement/ 

其他事项 

1.  本教會網路主日敬拜 Zoom ID：244921742，歡迎弟兄姐妹每周日
11點準時在網上相聚，一同敬拜讚美我們的神。 

2.  歡 迎今天第一次來參加本教會網路主日敬拜的弟兄姐妹，邀請您會
後聯絡任麗婭姐妹（858.353.7954），留下您的聯絡方式。 

3.  本週二(3/24)晚上 7:30 網路禱告會（Zoom ID：228187215）的主題

是「個人的奉獻與順從」，由羅楠定師母帶領，誠邀長執、團契負責人和

弟兄姐妹一起在網上同心合意的禱告。 

4. 成人主日學（ Zoom ID：517410492 ）“《生之追尋》班” 因疫

情暫停；“《以賽亞書》班” 第十三課 (3/29)講解第 40-41 章，
内容為“神親自降臨的救贖”，由辛牧師帶領，并將通過 Zoom 分享。
歡迎弟兄姐妹一起來上課。 

5. 會員大會因目前疫情的特殊情況，將延期召開，具體日期將另行通
知。AWANA 及兒童主日學也已暫停活動，具體恢復時間將另行通
知。 

6. 教會辦公室的開放時間, 因疫情將有所調整。如有需要，請聯絡教會
秘書龔敏(Maggie Gong:858.216.0368，maggiegong.hecsd@gmail.com). 

7. 奉 獻是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的本份。目前我們雖然不能來教會聚會，

但仍可繼續通過教會網站在網上進行奉獻，也可將奉獻寄至教會。在
這個特殊的時期，希望弟兄姐妹能繼續做好這門屬靈的功課。 

                     代禱事項                   03. 22. 2020 
感恩 
• 感謝主，上主日，雖然我們不能在教會相聚，但通過 ZOOM 的方式，我

們的靈，和我們的心都在一起。聚會的人數非但沒有減少，而且還有新的

朋友加入。上主日一同參加主日晨禱有 31 個設備接入，主日學有 46 個設

備接入，主日崇拜有 127 人次。週二的禱告會有 25 人次。感謝敬拜團隊

和 IT 同工的辛勞付出。他們臨危受命，在很短的時間內，達到令人難以

置信的成績。求出記念他們所做的工，一切榮耀和讚美歸給神。 

• 感謝主，台福總會第卅一屆代表大會網路選舉已經圓滿結束，並於 3/19
下午，使用網路會議系統進行線上就任禮拜。請為各台福教會於防疫期間

的聚會有主同在，第卅一屆台福基督教會總委會及團隊、各項事工代禱。 

會務 
• 為牧師們及今年的長執會代禱，求神看顧他們的服事、家庭及工作，使他

們凡事尊主為大，賜彼此謙卑的心事奉主。殷勤做主工，做主忠心的好管

家。並事奉中滿有喜樂。在這個特殊時期，有來自神的智慧，帶領教會合

神心意，蒙神賜福，會眾靈命得造就。 

• 英文堂聘牧事宜代禱。長執會決議陳子良牧師（Pastor Dalon Chin） 為

聖雅教會英語牧師候選人。 陳牧師將分別於 3/29 和 4/5 這兩個主日，

在中文堂和英文堂進行線上講道。請為教會的英文聘牧委員及全教會能清

楚地看到神的旨意而禱告。 

• 為新型冠狀病毒的救治工作禱告。求主醫治患者的疾病，賜給醫生和管理

人員聰明智慧，保守他們不受感染，儘早控制住災情。也求主除去災情，

除去恐慌，賜給我們真正的平安喜樂。為我們的弟兄姐妹中，目前還在中

國旅行、出差的，能平安健康的歸來禱告。 

宣教 
� 為教會支持的宣教士及宣教機構代禱，求神帶領賜福他們的服事，使他

們在異鄉服事有主的力量及喜樂：劉小玢傳道，Eunice，Ming En 
(ECM)， Barnabas & Martha (泰國)， Chris/Emily (OMF-臺灣)，李

秀全牧師(國際關懷協會)，正道神學院，普世豐盛生命中心，龔文輝牧

師(CDM)，FWC(Pastor Mkram)。 
 

【今日講臺】                        

家人傳家業 
                    (詩篇 128) 
 

一、 我們對神的態度決定著我們的生活形體 

二、 神對我們的祝福決定著我們的福氣傳承 

三、 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