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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ARIN BAPTIST CHURCH OF LOS ANGELES  

洛杉磯國語浸信會 國語堂、格蘭朵拉分堂 主日崇拜 
2020年 5月 24日（主日）上午 9時正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詩篇 127：1） 

今年主題：「每日靈修、遵行主道、歸屬小組、領人信主」 

代理主任牧師：陳寶聲牧師 

主席: 陳寶聲牧師  領詩: 李新明/李劉玫傳道夫婦  風琴: 夏昌仁弟兄 

序 樂 — 會前禱告 

宣 召 陳寶聲牧師 

讚美詩歌 『快樂頌‧讓讚美飛揚』 

牧 禱   祁少麟牧師 

信息詩歌 『萬邦的福音』 

信 息 「守望的，不可靜默！」  講員：黃崇哲牧師 

立志詩歌 『懇求教我聽主聲音』 

【 主 日 學 事 工 影 片 】 

家事分享  陳寶聲牧師 

三一頌  會 眾 

祝 福  鍾世豪牧師 

阿們頌  會眾 

殿 樂 — 主賜平安 



2 | P a g e  

 

【守望的，不可靜默！】 

經文：以西結書 33:1-11 

大傳染病 COVID-19 帶給這世界前所未有的變動恐慌和不安。

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世界大改變，人類大衝擊；影響的層面從政

治、教育、文化、經濟、生活⋯等等全都包括了。2020年是

世界和所有人類的扭轉點，這個世界將會走向我們從未經歷的

未來，它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改變，逼著人類也跟著它的腳步在

作改變和適應，人在不安定中都迫切地想抓住一些可以依靠

的。然而，讓我們仔細思考：什麼是在變動中永不動搖的真

理？什麼是短暫人生中永不失去的價值？什麼是人類不可錯失

的警告？ 

一、守望的，你聽見了什麼？ 

       

1. 刀劍的呼聲 

2. 守望的責任 

二、守望的，你當如何回應？ 

 

1. 承擔守望的 

2. 開口為主傳 

神呼召每一個基督徒成為守望的（守望者），為自己、為家

人、為朋友、為社會、為世代發出神愛的呼喚和審判的警告，

我們豈可靜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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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事 分 享】 

【教會活動更新】  

 受疫情的影響，經禱告後，決定取消今年「六、七月暑期短

宣」、 「七月兒童暑期聖經學校 VBS」及「九月勞動節長週末夏

令會」。 

 辦公室仍無法正常運作，直至另行通告為止。  

 主日崇拜、主日學、家庭小組及團契等聚會均移至線上舉行，詳

情請與教牧同工及執事查詢。  

 至於教會何時及如何恢復運作，教牧同工已經聯同多個專責小組

在積極商討計劃中，有待政府發出通告指令時，重啟聚會活動的

方案就能適時落實進行。請弟兄姊妹務必在禱告中切切紀念。 

 在這非常時期，弟兄姊妹若有任何需要或代禱事項，可隨時致電 

626.692.5751，或電郵 info@mbcla.org，教牧同工會儘快與你 們聯

絡，提供援助。  

【疫情中的喜訊】 

楊爍與王為艷於 2020-5-20締結婚盟，願主祝福新人，僅此致賀。 

【同工行蹤】 

黃崇哲牧師訂於 5月 30日回台奔喪，求主保守一路平安，安排安

息禮拜及處理家族事務都有主帶領。 

【國語堂同工會】 

將於 5月 27日（週三）晚上 8點召開，請同工留意電郵通知如何上

線，也請大家代禱。 

【聖工人員服事執照授予】 

教會將於 2020年 6月 1日起授予朱華玲傳道聖工人員服事執照 ( A 

Licensed Minister)，這授予程序是按照聯邦稅務局所頒佈的準則，

經代理主任牧師及聯合執事會的批核，願主賜福朱傳道之服事。 

【6月份活潑的生命】 

6月份的活潑的生命已經到了！請在星期一、三、五早上 9:00至中

午 12:00到教會正堂門口領取；若不方便出門的，仍舊可以在網上

下載或閱讀每日的靈修資訊，詳情請到教會網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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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禱告會】 

國語堂禱告會：週三晚上 7:00，週四晚上 8:00在線上舉行。 

請撥打電話 425-436–6368，接通後再輸入 199244#。 

【2020年 6-8月份主日學線上課程】 

6-8月份新一季的線上課程，點擊以下網站鏈結即可查看線上主日

學之安排：https://mbcla.org/mandarin/sundayschool/2020.htm 

【週五團契聚會】 

所有團契（青馨/同心/突破/職青/大專/愛團）均在週五晚線上聚會，

請聯絡楊茜儀傳道 626-215-1665查詢團契聚會詳情。 

【疫情期間奉獻安排】 

感恩大家愛主忠心奉獻，記念神家需要。 

A）郵寄奉獻： 

教會地址：110 West Woodward Avenue, Alhambra, CA 91801 

支票抬頭 MBCLA，請註明是經常奉獻、愛心奉獻或建堂奉獻，請

切勿郵寄現金。 

B）網上奉獻 Online Giving： 

網上奉獻只需按照以下簡單步驟： 

1) 進入教會網站『www.mbcla.org』 

2) 點擊『網上奉獻』按鈕 

3) 點擊『Create Profile』按鈕 

4) 按照屏幕上的說明建立個人資料（Create Profile）並選擇個人奉

獻方式便可。 

除一次性奉獻外，可設定自動轉賬方式定期奉獻。 

【下週「活潑的生命」靈修進度】 

5月 25日（週一）申 23:15-25 5月 29日（週五）申 25:11-19 

5月 26日（週二）申 24:1-13 5月 30日（週六）申 26:1-11 

5月 27日（週三）申 24:14-22 5月 31日（週日）申 26:12-19 

5月 28日（週四）申 25:1-10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 

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了。 

～弗所書 2章 19節 

https://mbcla.org/mandarin/sundayschool/20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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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 杉 磯 國 語 浸 信 會 

國語堂主日學－網上課程 
2020年夏季（6月 7日－8月 30日） 

上網資訊：https://mbcla.org/mandarin/sundayschool/2020.htm 
 

上午 9:00 

課程 教師 

福音班 孫廷學、應和平、劉彤 

受浸預備班 沈約翰 

馬太福音 許統雄 
 

 

上午 9:15 

課程 教師 

羅馬書 黃崇哲牧師和教師團隊 
 

上午 10:00 

課程 教師 

耶穌的神蹟 (青少年組) 王智、王以諾傳道夫婦 
 

上午 10:50 

課程 教師 

羅馬書 王傳義牧師、沈麗 
 

上午 11:00 

課程 教師 

福音、受浸班 陳聖慧、張麗英、陳翔 

使徒行傳 (續) 王紹志 
 

下午 2:00 

課程 教師 

合神心意的門徒（二） 王高佳德、劉亦文 

讀經入門 (職青組) 任丁甲、楊爍、劉翼翹 

https://mbcla.org/mandarin/sundayschool/2020.htm
https://join.freeconferencecall.com/f306online
https://www.facebook.com/mbcla.cantonese/series
https://zoom.us/j/6408304129?pwd=dVN6YzZoMFBkd3FyTy9jYVo1SVhSUT09
https://join.freeconferencecall.com/dnwang6
https://zoom.us/j/7616256107
https://zoom.us/j/3593443612?pwd=QmllM3Y4OVZmcXVMTHZOeTYvb0pXZz09
https://zoom.us/j/7150886236?pwd=clNjQXZEY0twOGFkNXoyUVBvMC9Edz09
https://zoom.us/j/8540026853?pwd=MExJcUh2MWNXdHg3TzVmcnZJM0tnZz09
https://mbcla.org/mandarin/sundayschool/20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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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簡 介】 
 

上網資訊：https://mbcla.org/mandarin/sundayschool/2020.htm 
 

《馬太福音》 上午 9:00 教師：許統雄       
 

馬太福音有兩本好的中文釋經書，第一本是 2013年麥種翻譯

D.A. Carson的馬太福音，第二本是 2016年底天道書樓出版黃鴻興

所作的。 

雖然一般人認為馬太福音是對猶太人寫的，但對整個教會卻是

非常重要的。在教會成立初期，正處於交叉路口的難題上，教會是

要成為猶太教的一個分支，還是要自立門戶？成為了一個困難的選

擇。要知道當時的門徒大部分都是猶太人，生活作息嚴守猶太教的

守則，要在這種背景下，要他們去嚴格的遵守基督的教導，活出新

生命的樣式，實在是不容易的事。 

此外當耶路撒冷教會成立後，信仰的權威也必須建立，有關耶

穌基督生平的記載，必須「與使徒的教導相符合」。但當教會開始

受逼迫，問題出來了：1) 倘若使徒都被囚獄中，有什麼適當的文件

可以代替他們的權威？2) 若使徒分散到各處或去世了，誰可以代替

他們發言？教會需要一份永久性的權威文獻。馬太福音的歷史背

景，就成為最適合的首卷福音書，教會的第一本「官方記錄」。 

馬太福音的結構，是建立在一個雙軌的大綱上。第一個大綱是

傳記式的，和其他福音書沒有太大的分別，都是記載耶穌基督的

「來」與「去」。第二個大綱是話題式的記述，由耶穌基督的五個

講論組成，每段都環繞著一個主題，以「耶穌講完了這些…」或

「耶穌吩咐完了」等結束；五篇講論佔了整本福音書五分之三，加

上序言和受難的結尾，完成全書的另一大綱。 

此課程將按 D.A. Carson的著作為主，以五篇講論及一些馬太福

音特有的題材來研討其中的信息。歡迎大家參予。 

 
《羅馬書》  上午 9:15 教師：黃崇哲牧師及其團隊 
 

羅馬書曾被譽為「新約中之新約」，馬丁路德稱之為「大光」

把全部聖經照亮，他又說：「基督教只要有約翰福音和羅馬福音就

不至消滅了。」羅馬書的特色是，神學最為廣泛及深奧，文學最優

美及嚴謹；它影響後世極深，改變了許多人的生命，奧古斯丁、馬

丁路德、加爾文、巴特 ⋯等。值得每一個基督徒認真用心學習，作

個蒙恩召盡使命的人。  

https://mbcla.org/mandarin/sundayschool/2020.htm
https://mbcla.org/mandarin/sundayschool/2020.htm
https://www.facebook.com/mbcla.cantonese/series
https://zoom.us/j/6408304129?pwd=dVN6YzZoMFBkd3FyTy9jYVo1SVhSUT09
https://mbcla.org/mandarin/sundayschool/20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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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上午 10:50 教師：王傳義牧師、沈麗 
 

你對羅馬書的學習有何期待呢？希望更深認識羅馬書的教義嗎？

希望在基督裡過聖潔的生活嗎？我們邀請您加入本季羅馬書主日學

的學習，我們熱切盼望你與我們一同藉著反思問題、屬靈操練等，

激發我們對在基督裡過得勝聖潔生活的信心和渴慕，將羅馬書的教

義能應用到實際的生活中，活出信仰和呈現基督生命的見證。 

羅馬書不僅僅是教義，它還是許多生命的故事：耶穌的故事、使

徒保羅本人的故事，另外，在二千年的教會歷史上，受羅馬書光照

與影響的重要人物有好幾位，其中較著名的有三位：北非的奥古斯

丁、扭轉教會歷史的德國馬丁路德、衛理公會的創辦人英國的衛斯

理約翰。 

我們期待在羅馬書的學習中，還有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他

（她）的故事……讓我們一同來見證在基督裡稱義、成聖、得榮

耀。 

《使徒行傳(續)》 上午 11:00 教師：王紹志 
 

路加醫生，在路加福音中，生動記載了，主耶穌降生到被釘十字

架，流血捨身到升天的一生。他接續寫的使徒行傳，更記述主耶穌

死後三天復活之後，信徒們、使徒們，如何藉着聖靈完成傳福音的

工作。 

這一卷書，更是初期教會的創建史，特別是在主耶穌被釘十字

架，使徒們及信徒們，都喪失了勇氣，不但不認祂，更是遠走高

飛，但他們是如何被聖靈改變了，因何改變的？路加醫生有詳細的

說明。 

本卷書中，除了使徒彼得和約翰外，還詳細記述了，有外邦人使

徒之稱的保羅的傳道細莭，譲我們更深一步體會聖靈工作的奇妙。

增添我們為基督工作的信心。 

《讀經入門》 下午 2:00教師：任丁甲、楊爍、劉翼翹 
 

「翻開聖經，我們就進入了另一個世界。」雖然世界瞬息萬變、

莫測無常，然而聖經讓我們窺見超越時空亙古常存的上帝－祂的行

動、祂的計劃、祂的救恩，因為聖經是永生神的話語，聖經是為我

們而寫，與我們的生命和在世生活息息相關。所以認識聖經、明白

閱讀的內容、熟悉讀經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上帝和祂賜的救

主，加強我們的信心愛心，深化信仰的根基，修正永恆生命的方

向。這課程是為初信的基督徒預備，也期望幫助多年跟隨主基督的

門徒進深；這是回到信仰根基的課程，也對聖經有更多方更寬廣的

認識，對讀經更加喜愛和更豐富的得著。 

https://join.freeconferencecall.com/dnwang6
https://zoom.us/j/3593443612?pwd=QmllM3Y4OVZmcXVMTHZOeTYvb0pXZz09
https://zoom.us/j/8540026853?pwd=MExJcUh2MWNXdHg3TzVmcnZJM0tnZz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