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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敬拜程序 

聚集頌讚來敬拜

  

宣召 

詩歌頌讚 

聖哉三一 

耶和華祢是我的神 

耶和華神已掌權 

禱告 

奉獻 / 默禱 

頌讚小組 

頌讚小組及會眾
 
 

 

 

徐建文執事 

頌讀宣講來敬拜 牧禱  

證道 「生命中的堅韌」 

       (路加 8:11-15；雅各 1:2-4；                 

                羅馬 15:3-6) 

辛立牧師 

辛立牧師 

              
              

委身回應來敬拜 

 
 

祝禱宣揚來敬拜 

回應詩歌：仰望耶和華 

歡迎及報告 

祝禱：三一頌 

頌讚小組及會眾  

徐建文執事              

辛立牧師              

 默禱 

ZOOM 小組分享/散會 

會眾 

會眾 

                ⚫     報告事項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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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週二(6/16)晚上 7:30 網路禱告會的主題是「禱告事工和個人禱告生

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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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會已於上主日(6/7)主日學時間，開始《新生命》主日學課程，教材取

至《新生命福音性查經》，這是一套深入淺出的“初信造就”課程。這個

課程可以深化對福音和基督信仰的認識，打下紮實的信仰根基， 對於信

了但從未接受過根基性真理栽培的信徒，這是一個穩固信仰根基的機會，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課程詳細介紹，請參看附頁三）。 

4. 成人主日學本主日“《新生命》班”第二課(6/14)的内容為“新生命與

聖經（下）”，由劉海燕姊妹帶領，時間爲 9:30-10:50。歡迎初信的，

和未上過基要真理課的弟兄姐妹，一起來上課；“《以賽亞書》班”第

二十二課(6/14)講解第 64 章，内容為“新天新地”，由辛牧師帶領。 

5. 姐妹會已於上週四(6/11)恢復聚會，暑期期間的聚會，將用九週的時間

查考《以斯帖記》，時間爲 10:00-12:00。歡迎姐妹們一起來敬拜、查經，

學習神的話語。 

6. 兒童聚會暑期仍將繼續在 ZOOM 上進行，聚會有詩歌讚美敬拜、家庭生

活分享，並按兒童年齡分組學習聖經話語、經文背誦、手工勞作、禱告

等。活動内容豐富，請小朋友們踴躍參加，並邀請自己的朋友也一起來

聚會。聚會時間為每週六下午 4:00-5:15。感謝相關事工的擺上，求神紀

念他們所作的工。 

7. 因恢復經濟及重開公共場所等措施實行後，上週新冠病毒在美國各洲的

確證人數出現大幅增加，請弟兄姐妹繼續遵守疾病管制中心 (CDC) 的防

疫指導措施，保持社交距離和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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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的奉

獻方式，請參看附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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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雅關懷熱綫  電話：858-621-3660 

                             聯絡人：任麗婭姐妹 
                                     劉育聖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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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muling.lin@hotmail.com


                         代禱事項                 06. 14. 2020 

感恩 

• 感謝主，上主日辛牧師為我們分享神的信息。 

• 感謝神，上主日的《新生命》主日學有 50 人次參加課程，求神感動更多的

會衆及慕道友認識真神，學習真道，靈命得以建造。 

會務 

• 為教會恢復開放實體聚會禱告，求神賜智慧給過渡委員會同工，謹守政府

規定，體恤教會肢體年長、弱小的特殊需要，制定合神喜悅的開放計劃。 

• 為成人主日學代禱，求神賜智慧及時間給講員來備課，感動會眾願意學習

真道，渴慕神的話語，使生命在基督耶穌裡成長茁壯。 

• 為教會的電梯的防水工程及維修，大門口花園修復重建事宜禱告。求神賜

相關同工智慧，找到合適的方案和合理的價格，和平妥善解決問題，方便

會衆使用。 

• 求主賜給我們一顆敏銳和關懷的心，為那些遭受到社會不公義待遇的人禱

告.  

肢體 

• 為黎泰儀姐妹上週安裝心臟起搏器後的恢復禱告，求神減輕她傷口的疼痛，

從虛弱無力中早日復原。 

• 為蔣麗君姐妹化療後藥物有效，體力恢復禱告。為高惠蘭姐妹治療有好的

果效禱告，求神賜醫生智慧，制定適合的治療方案。 

• 為龍梅姊妹父親的治療後體力恢復，熊小冰姊妹的先生王定能在化療中的

體力恢復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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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台福教會，龔文輝牧

師(CDM)。 
 

【今日講臺】 

生命中的堅韌 
(路加 8:11-15；雅各 1:2-4；羅馬 15:3-6) 

 

一、 忍耐和認識真道 

二、 忍耐和生命成長 

三、 忍耐和永恆盼望 

四、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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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事同工 本主日 下主日 

講員 辛立牧師 辛立牧師 

領會/牧禱 徐建文執事/辛立牧師 王明約長老/王明約長老 

頌讚帶領/司琴 郭宜信/郭宜信 林見興/陳怡如 

ZOOM 主持 謝易展 謝易展 

ZOOM 投影 陸一芳 陸一芳 

ZOOM 招待 任麗婭/于揮文 任麗婭/于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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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林慕靈牧師 760.722.2360 

 華語主日敬拜 11:00 AM 173 王明約 858.450.3352 

 英語主日敬拜 9:30 AM 44 Connie 林  858.945.1997 

 華語成人主日學 

《以賽亞書》 

《新生命》  

9:30 AM     

沈運申 

劉育聖 

 

510.378.2408 

858.366.8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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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Louis 牧師 559.860.9087 

週二 禱告會   7:30 PM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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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COVID-19疫情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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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  4:00 PM 16 程潁 757.784.2042 

 
 



                                    附 頁 一                
 

 

新冠病毒時期可用的幾種奉獻方式 
 

 

❑ 郵寄支票 – 聖雅教會的郵寄地址 
 

Attn: Finance Deacon 
Harvest Evangelical Church of San Diego 
13885 El Camino Real 
San Diego, CA 92130 
 

 

❑ 通過 PayPal 網上奉獻 
 

第一步: 連到聖雅教會網站 http://wp.efcsandiego.org/ 

第二步: 點擊“網上奉獻”   

第三步: 選擇或填入金額; 點擊 “Donate Now”   

第四步: 登陸你的 PayPal 賬戶  

第五步: 選擇資金來源，可以是 PayPal 餘額，關聯銀行賬戶或    

        信用卡; 然後點擊 “Pay Now” 

 

 

❑ 股票奉獻 – 聖雅教會的證券賬戶*  
 

Charles Schwab 
DTC (Depository Trust Company): 0164 
Account name: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Account number: 3172-8036  
Phone: (888) 403 9000 
 

 

 

 * 如有問題，請與財務執事徐建文弟兄聯繫   

   stevenjxu@gmail.com  

 

 

 

 

 

                                    附 頁 二               06. 14. 2020 
 

   

聖雅教會從三月十五日開始，所有活動都改到網上使用 ZOOM 舉行，直

到再通知為止。 

 

 

聖雅教會 ZOOM 網絡聚會 
 

ZOOM 會議室密碼：hecsd 

點擊以下中的一個鏈接或電話 1-669-900-6833，輸入 meeting ID  

 

日期 時間 聚會活動 會議 ID 

 

 

週日 

9:00AM 華語主日晨禱 8582059768 

9:30AM 新生命主日學 8581059768 

9:30AM 以賽亞書主日學 8582059768 

9:30AM 英語主日崇拜 4514049597 

11:00AM 華語主日崇拜 8585239768 

11:15AM 青少年主日崇拜 8582019768 

週二 7:30PM- 9:00PM 禱告會 8585239768 

週三 10:30AM-12:30PM 燈塔同工禱告會 8581059768 

週四 10:00AM 姊妹會 8582059768 

10:00AM 燈塔團契 8581059768 

 

 

 

週五 

7:30PM 更新團契 8580049768 

7:30PM 新生命團契 8580019768 

7:30PM 展翅團契 8581059768 

7:30PM 禱望團契 8582059768 

7:30PM 愛加倍團契 8581019768 

7:30PM 活水團契 8582029768 

週六 4:00PM-5:15PM 兒童聚會 8581019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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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stevenjxu@gmail.com
https://zoom.us/j/4514049597
https://zoom.us/j/8585239768
https://zoom.us/j/8585239768
https://zoom.us/j/8581059768
https://zoom.us/j/8580049768
https://zoom.us/j/8580019768
https://zoom.us/j/8581059768
https://zoom.us/j/8582059768
https://zoom.us/j/8581019768
https://zoom.us/j/8581019768


                                    附 頁 三               06. 14. 2020 
 

主日學《新生命》課程簡介 
 

• 您想進一步了解基督教信仰嗎？ 

• 您想知道如何成為耶穌的門徒嗎？ 

• 您願意認識一群屬靈的同伴嗎？ 

• 您願意持續的改變您的生命，更像耶穌嗎？ 

 

 

 

 

聚會時間：    每週日早晨 9:30 

聚會日期：    6/7/2020 開始  

聚會地點：  『聖雅福音基督教會』Zoom 線上聚會 

                     會議廳：8581059768  進入密碼：hecsd 

聚會内容：   十二章討論內容；包括認識聖經；宇宙和人的起源；  

          神的屬性；基督的屬性和生平；十字架的意義； 

          耶穌復活；基督 再來；基督徒的福分；得救的確據；  

          聖靈充滿；什麽是教會 

聯絡人：       劉育聖    (858)366-8474  

                    任麗婭     (858)353-79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