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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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8日（主日）上午 9時正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 馬太福音 6:33-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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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耀歸於最高神」&「榮耀歸於真神」 

牧 禱            王傳義牧師 

獻詩 – 四重唱 「給憂愁的人」 

信息詩歌 「野地的花」 

讀經  馬太福音 6:24-34 

信 息 「我不要憂慮」     講員：張世明牧師 

回應決志詩歌 「我知誰管著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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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憂慮】 經文：馬太福音 6:24-34 

基督徒為什麼也會憂慮？ 

難道我們忘記聖經的教導「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嗎？「交託」了，為什麼

仍然感到重擔的壓力呢？ 

主耶穌在「登山寶訓」教導門徒時，三次十分肯定的明説：

「不要憂慮」。祂還提出三個十分管用的錦囊： 

（一）你們看   （太 6:24-27） 

24.「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

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 
25.「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為身體憂

慮穿甚麼。生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 
26.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裏，你們

的天父尚且養活牠。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27.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 

（二）你們想    （太 6:28-30） 

28.何必為衣裳憂慮呢？你想野地裏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它也不勞

苦，也不紡線。 
29.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

如這花一朵呢！ 
30.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裏，神

還給它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 

（三） 你們先求   （太 6:31-34） 

31.所以，不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 
32.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

道的。 
33.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34.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

一天當就夠了。」 

 

結 論：主説：「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我們若肯照著祂的
話去行，就可以從各樣憂慮中獲得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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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事 分 享】 

【教會聚會活動重啟】  

各位親愛的的弟兄姊妹們，轉眼之間，教會以線上崇拜為每週

敬拜的方式已三個多月了。我們深知許多人都盼望能夠早日重

返教會，恢復面對面的崇拜。教會重啟核心小組在本更新中向

各位報告，他們為教會重啟所作的準備工作，以及目前已開始

策劃釐定的關鍵程序。 

問題：洛杉磯國語浸信會為重啟教會已策劃釐定了哪些關鍵程

序？ 

隸屬於教會重啟核心小組的教會設施及崇拜委員會已釐定了下

列七項關鍵程序為重啟教會面對面崇拜作具體的準備。 

1) 教會設施 facility - 修整教會建築及設施以期減低感染風

險，如加設標誌，消毒小站等 

2) 清潔消毒 cleaning - 已策畫並釐訂清潔消毒程序，如在兩

堂崇拜之間進行全面消毒等 

3) 初步檢查 screening- 已策畫並釐訂初步檢查程序，如初步

檢查問題，購買零接觸體溫測量計等 

4) 線上性能 capability - 已增加互聯網頻寬及其可靠性，如已

將服務等級升級，線路更新等 

5) 接觸追蹤 tracking - 已策劃，釐定並已完成測試出席者追蹤

程序 

6) 出席預約 reservation - 已策劃,釐定，完成預約系統程序 

7) 崇拜方式 format - 已策劃，釐定“修正式”有關崇拜各方
面的方式 

在未來的更新中，我們將提供有關這七項關鍵程序詳細的即時

進度報告。在為重啟作準備的同時，我們也會負責任地持續關

注加州及洛杉磯郡的疫情發展現狀。我們關心近日洛杉磯郡再

度回升的確診及死亡人數，為疫情復原指標能夠得到改善，向

神祈求禱告。我們也為周邊社區得以回復到正常的健康狀態向

神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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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啟教會聚會活動線上調查」的結果可以在 

news.mbcla.org 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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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4日（週六）為美國國慶日，辦公室休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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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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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延期】  

鑒於新冠病毒疫情之影響，原定於今日舉行之會員大會將延

期，開會日期容後公佈，理事會及事工委員會成員的提名程

序亦順延，請禱告紀念教會聖工。 

【喜 訊】 

格蘭朵拉分堂 鄒智俊、李淑君夫婦於 6月 23日喜獲一女兒，

取名 Luna ， 母女均安，特此致賀。 

【哀 啟】 

黃崇哲牧師的令尊黃廷堂醫師的告別安息禮拜訂於七月四日

（週六）在台灣舉行，求主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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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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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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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週五團契線上聚會預告】 

青馨 查經：路加福音 職青 國慶特別聚會 

同心 婚姻探戈主旋律（六） 大專 聯合遊戲之夜 

突破 線上讚美之夜節目預備 愛團 聯合遊戲之夜 

詳情請聯絡楊茜儀傳道 626-215-1665。 

【『我們「疫」起來讚美！』國團部線上敬拜之夜】 

7月 31日（週五）晚上 8時線上舉行，歡迎各團契契友自行

在家錄製詩歌或經文誦讀影片，在 7月 15日前上載，當晚將

透過 YouTube或臉書直播，詳情上載方式請看團契部網頁

https://mandarin.mbcla.org/main/mf/。 

【兒童線上暑期聖經學校】 

7月份將推出為期五天的兒童線上暑期聖經學校，提供給剛從

1年級到 6年級結束的兒童透過 Zoom線上參加。 

主題：1-3年級【奇妙的受造物】；4-6年級【誠實】 

更多資訊將於近日公佈，請參考網頁 mbcla.org/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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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版『家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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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bcla.org/mandarin/sundayschool/2020.htm
https://mandarin.mbcla.org/main/mf/
http://mbcla.org/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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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七月份『活潑的生命』】 

  即日起，請於教會臨時辦公時間回教會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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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活潑的生命」靈修進度】 

6月 29日（週一）詩 135:1-14 7月 3日（週五）詩 138:1-8 

6月 30日（週二）詩 135:15-21 7月 4日（週六）詩 139:1-12 

7月 1日（週三）詩 136:1-26 7月 5日（週日）詩 139:13-24 

7月 2日（週四）詩 1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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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robert.chan@mbcl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