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P a 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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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1日（主日）上午 9時正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敬畏耶和華，甚喜愛祂命令的，這人便為有福！ 

他的後裔在世必強盛；正直人的後代必要蒙福。 
（詩篇 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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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少麟牧師、祁王海黎師母 風琴: 夏昌仁弟兄 

序 樂 — 會前禱告 

宣 召 陳寶聲牧師 

讚美詩歌 「敬拜主」 

牧 禱            陳寶聲牧師 

信息詩歌 「敬畏主，祂必帶路」 

讀 經 約伯記 1:1-15; 13-22; 2:7-10 王高佳德師母 

信 息 「敬畏神的父親—約伯」  講員：王傳義牧師 

回應決志詩歌 「阿爸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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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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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神的父親 - 約伯】 

經文：約伯記 1:1-15; 13-22; 2:7-10 

引言：今天是父親節，祝我們當中的父親們，父親節快樂。常

常母親節是很被重視的，但父親節經常被忽略了、不被重視；

好像給人的印象是，作一個成功的父親比作一個成功的母親要

難，聖經中有許多出名的人，但他本身卻是一位失敗的父親，

似乎在現實的生活裡，完美的父親很少。然而一個家庭，父親

的角色常常決定這個家庭的成敗與興衰。聖經裡有一位父親，

叫約伯。他如何影響他的兒女呢？敬畏神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

素。事實上整本約伯記說明，如果約伯沒有敬畏神的心，他在

苦難中早已跌倒了，不論是順境、災難或絕望中，約伯敬畏神

的心没有改變，敬畏神的信息貫穿了整本約伯記，也看到作一

位好父親的條件是敬畏神。 

 

1. 敬畏神的好父親 (1:1, 5) 

 

2. 順境中記念主恩 (1:2-5) 

 

3. 災難中稱頌主名 (1:13-22) 

 

4. 絕望中持守主道 (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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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事 分 享】 
【祝賀父親】 

在此特別記念父親們終年的辛勞，祝賀父親節快樂！ 

【教會聚會活動重啟】  

 謝謝弟兄姊妹踴躍參與線上調查，分享了每一個人寶貴的 

意見，調查的結果可以在 news.mbcla.org 查閱。  

 教牧同工以及教會領袖仍在積極商討計劃重啟教會聚會的 

方案，目的是在重啟的每一階段，將大家的看法和期盼歸 

納在策劃，溝通和執行的每一企劃步驟中，使重啟的過程 

能夠符合教會的需求。請弟兄姊妹在禱告中切切的記念。  

 臨時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六早上 9:00至中午 12:00。回教會

時必須戴用口罩，並只作短暫停留，謝謝大家體諒合作。  

 在此非常時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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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延期】  

鑒於新冠病毒疫情之影響，『提名委員會』議決，並經『理 

事會』接納，將原定於 2020年 6月 28日舉行之會員大會延期

舉行，開會日期容後公佈。所有須遴選之理事會及事工委員

會成員等提名程序都將順延，請恆常禱告紀念教會聖工。  

【兒童/青少年聖詩節 Hymn Celebration】 

主題：「安慰」和「保障」（特別是新冠病毒疫情危機） 

目的：幫助兒童及青少年熟悉傳統聖詩及經文 

參加者：幼兒園到高中皆可 

時間：9月 12日（週六） 

報名截止日期：8月 9日（主日） 

請上網 https://mbcla.org/children/下載報名表和詳細說明，若有

問題查詢，請聯絡 Pauline師母 paulinechan@mbcla.org。 

【2020 年 6-8 月主日學線上課程】 

點擊以下網站鏈結即可查看 6-8月份線上主日學之安排：  

https://mbcla.org/mandarin/sundayschool/2020.htm 

https://mbcla.org/mandarin/sundayschool/20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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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禱告會】 

週三晚上 7:00，週四晚上 8:00舉行。請撥打電話

617.793.8832，無需再做其他輸入就可以直接進入禱告會。也

可以用 425.436.6368，但接通後，必須輸入 199244#。 

【喜 訊】 

1. 李開國、李陳聖慧執事夫婦於 6月 14日喜獲一孫女，取名

Kaelyn， 母女均安，特此致賀。 

2. Ann、Philip Leong（蕭成華、蕭丁明華執事夫婦之女兒女

婿）於 6月 15日喜獲一兒子，取名 Jared Philip Leong，母

子均安，特此致賀。 

3. 英文堂東南亞事工 Francis Pre弟兄與 Shiexil Lim 姊妹於 5

月 6日締結婚約，特此致賀。 

4. 格蘭朵拉分堂范賈美玲姊妹於 6月 14日喜獲一孫兒，取名

范彌迦 Micah， 母子均安，特此致賀。 

5. 格蘭朵拉分堂孔銀飛、楊舒舒夫婦於 6月 17日喜獲一女

兒，取名孔楊伊 Angela， 母女均安，特此致賀。 

【哀 啟】 

張仲芷姊妹安葬禮拜將於 6月 29日（週一）早上 9時假玫瑰

崗墓園 Rose Hills Memorial Park舉行，參加者請務必於該日上

午 8:45前在正門花店前的停車場集合，準時前往墓地。 

【6/26 週五團契線上聚會預告】 

青馨 無聚會 職青 查經：林前第 9章 

同心 家庭小組聚會 大專 標竿人生—讀書分享 

突破 線上讚美之夜預備 愛團 電影之夜 

詳情請聯絡楊茜儀傳道 626-215-1665。 

【英文堂青少年事工】 

週五晚團契：7:30 pm—初中生 BASIC，8:00 pm—高中 Total 

Devotion。主日學：主日早上 11:00—初中生及高中生分班授

課，詳情請與 Robert傳道聯絡 robert.chan@mbcla.org ，也可

上網 https://www.facebook.com/MbclaEnglishYouth/ 

mailto:robert.chan@mbc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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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訊』電子版及印刷版】 

最新『家訊』電子版已上載在教會網站上，點擊以下鏈結即

可下載閱讀 https://mbcla.org/main/mbcla-chronicles/。有意索

取印刷版，請於臨時辦公時間回教會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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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奉獻，請進入教會網站 www.mbcla.org，點擊『網上奉 

獻』按鈕，再點擊 Create Profile 建立個人賬戶後便可。  

【領取七月份『活潑的生命』】 

從週二（6/23）起，請於教會臨時辦公時間回教會領取。 

【下週「活潑的生命」靈修進度】 

6月 22日（週一）申 34:1-12 6月 26日（週五）詩 130:1-131:3 

6月 23日（週二）詩 127:1-5 6月 27日（週六）詩 132:1-18 

6月 24日（週三）詩 128:1-6 6月 28日（週日）詩 133:1-134:3 

6月 25日（週四）詩 1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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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2章 19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