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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事 同 工 本 主 日 下 主 日 

講    員 姜禮振牧師 姜禮振牧師 

敬拜主領/司會 謝佩蘭姐妹 兒童詩班 

招    待 李昀杰、王泓仁 李昀杰、王泓仁 

值星執事 梁南山弟兄 梁南山弟兄 

值星團契 4630 & 青橄欖樹 4630 & 青橄欖樹 

雅 歌 堂 基 督 教 會 
House of Praise Evangelical Church 

(760)944-0944 www.hopesd.org 

ENCINITAS 崇拜(中/英)511 Encinitas Blvd., Suite 104, Encinitas 

OCEANSIDE 崇拜(中文)240 Grace Street, Oceanside 

姜禮振 主任牧師  Rev. Michael Chiang  (858) 354-3168 

張 明 牧師 Rev. Daniel Chang  (925) 216-6720 

林義安 傳道 Pastor Ghee Ann Lim (858) 776-0973 

          魏裕修 長老 Elder Patrick Wei (760) 942-4913 
 

2022年主題 : 往下扎根,向上結果 (以賽亞書 Isa.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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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介紹報告 
Welcome Announcement 

以主的愛歡迎敬拜      司會 
  Presider 

敬拜讚美 
Worship/Praise/Prayer 

以詩歌奉獻來敬拜 

 

   領詩/牧禱 

  Worship Team 

讀經信息    
Message 

 

以領受神的話語來敬拜 

     

     講員 

  Speaker 

回應禱告 

Response/Prayer 
以身體力行回應神 

 

     講員 
 Pastor 

 

神愛世人-永生的應許與祝福 

經文: 約翰福音 3:16 

大綱: 

一. 神是愛- 祂計劃並安排救恩 ( Jn.3:16) 

      1. 最大的愛- 普及萬民, 救恩的計劃 ( Gal.4:4-6) 

      2.最大的祝福- 永生的生命及祝福, 禮物 

      3. 最重要的決定- 信與不信, 減亡與永生之選擇 

 

二. 神是愛- 祂來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 Lk,19:9-10) 

      1. 尋找人的神- 你在那裡 ( Gen.3:9) 

      2. 為羊捨命的主耶穌- 好牧人 ( Jn.10:11; Rm.5:6-8) 

 

三. 活出愛的生命及生活- 蒙恩福的人 ( 1Jn.4:16-21) 

      1. 活在 神的愛裏- 充滿,浸透 

     2. 活出愛人的見證- 分享愛的生命,成為愛管道,器皿 

 

結論: 

      1. 當信主耶穌,得永生及永遠的祝福 

      2. 常常活在主的愛中,是被愛充滿及浸透的生命 

      3. 豐盛的生命是主耶穌的應許, 是事奉的動力及見證 

      4. 分享福音,得救的見證,使別人也得祝福 

 



 

【報告事項】 

1. 歡迎今天來參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及朋友們，盼

望您在此屬靈的家得著神的安慰與鼓勵。新朋友歡迎

留步享用愛宴(11:45AM)，並請留下資料讓我們日後

方便聯絡關懷您。 

2. 洗禮 | Encinitas 
恭喜林灼彥 Jordan、謝松燕 Anna 夫婦和 

王泓仁 Lawrence 弟兄於本主日受洗，願主保守祝福

他們前方道路，也請弟兄姊妹繼續陪伴鼓勵他們。 

3. 嬰兒奉獻禮 | Encinitas 
為本主日將孩子獻上的父母及家庭獻上感恩，願神賜

下智慧給父母按照聖經與聖靈的引導養育這些孩子

們長大，一生蒙福、與主同行! 

• Olivia Lin : 父：Jordan、母：Anna 

• Enoch Lin: 父：Muen、母：Christine 

• Noah Hsiung: 父：Caspar、母：Melody 

• Genesis Chao: 父：James、母：Brandy 

• Hadassah Chao: 父：James、母：Brandy 

4. 聖誕兒童獻詩 
歡迎邀請親朋好友參加 12/18 主日的兒童獻詩，一起

歡慶救主誕生。 

5. 2022 年奉獻 
2022年的奉獻到 12/25 主日截止，請在 12/25以前

完成今年的奉獻，謝謝! 

6. 「活潑的生命」靈修  
- 若您支持教會推動「活潑的生命」每日靈修事工，

歡迎您為此奉獻，奉獻請備註 living life，謝謝! 

7. 愛宴奉獻 

感謝李 強 Ray、周 潔 Joanne 夫婦為本週愛宴奉獻。

(奉獻請在支票上註明認獻日期，謝謝!) 
 

 

【代禱事項】 
- 為年底及 2023 年的事工及服事同工禱告 

- 為年底假期弟兄姐妹出入平安禱告 

- 求主醫治安慰生病、心裡軟弱或失去至親的弟兄姐

妹 

 

【雅歌堂行事曆】 
 

12/18 聖誕兒童獻詩 (中英聯合禮拜) 

12/25 聖誕主日 
 

【雅歌堂聚會資訊】 

|線上主日| 

為提供不方便參加實體聚會的弟兄姐妹參加主日，

歡迎使用 ZOOM 或 YOUTUBE 直播聚會。  

ID: 88586607973 / Password: HOPESD 

|Encinitas 禱告會| 

- 每週一晚上 8:00 

Zoom ID: 816 8269 4433 

Passcode: 039415 

聯絡人: 李強  senlin77@gmail.com 

- 每週六早上 8:00 

Zoom ID: 827 7379 9688 

Passcode: 263506 

聯絡人: Ken  mathematic15@hotmail.com 

mailto:senlin77@gmail.com
mailto:mathematic15@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