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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6 日（主日）上午 9 時正

萬軍之耶和華啊，祢的居所何等可愛！
我羨慕渴想耶和華的院宇；我的心腸，我的肉體向永生神呼籲。
～詩 篇 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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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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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庇護著我們的上帝」 詩 篇 142 篇
講員：陳寶聲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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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賜平安

《隱藏庇護著我們的上帝》
經 文：詩 篇 142 篇
大衞的一生極為傳奇，雖是牧童出身，卻又是一位英勇的戰
士，一位英明的君主，一位出色的音樂家，更是一位才華洋溢
的詩人，聖經舊約 150 篇的詩篇中有 73 篇出自大衞，因此，
詩篇也被稱為大衞的寶藏。大衞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這也是
最讓後人敬仰，最值得我們學效的。
在被當時最有權力的人掃羅王追殺的日子裡，大衞寫了 8 首詩
篇，將內心的掙扎、軟弱以及對神的倚靠的禱告用文字紀錄下
來，其中包括詩篇 142 篇。閱讀這些詩篇日記，得以窺視大衞
的心路歷程，得知並效法他屬靈生命許多成長的要訣。
A. 闖進受困氣餒沮喪的山洞
1. 心靈無比的軟弱（3 節）
2. 覺得遭遺忘拋棄（4 節）
3. 陷在情緒低落中（6 節）
4. 感到被徹底打垮（ 6 節）
B. 跨出勝過氣餒沮喪的腳步
1.

向神毫無保留傾心吐意（1、5、6 節）

2. 承認神對我全然的認識（3 節）
3. 相信在主裡完全的供應（5 節）
4. 重新恢復對神歌頌讚美（7 節，詩篇 57 篇）
大能的上帝將祂的兒女隱藏庇護著。
『祢是貧窮人的避難所，是困苦之人患難中的避難所，祢是
避風港，是酷暑中的陰涼處。』（以賽亞書 25:4，中文現代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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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事 分 享】
教會聚會活動重啟


雖然我們一直期盼能在短期內重啟教會，然而洛杉磯郡的
確診率持續居高不下，促使我們必須重新思考重啟的時間
範圍。教會的教牧同工以及教會重啟核心小組近日共同決
議，將教會重啟實體崇拜日期延至 2021 年。教會對弟兄姊
妹們的耐心和諒解深表感謝。
相關詳情可上網 https://news.mbcla.org/查閱。



在此非常時期，弟兄姊妹若有任何需要或代禱事項，可隨
時致電或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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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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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進入禱告會。

2020 年 9-11 月主日學線上課程
請到下面網站鏈結查看 9-11 月份線上主日學之安排：
http://mbclass.org/

團契部 9 月份同工會
9 月 6 日今晚 7 時透過 ZOOM 線上舉行，請輔導及主席同工
留意楊傳道的電郵通知並預留時間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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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週五團契線上聚會預告
青馨

小組分享與討論

職青

讀書會分享

同心

羅馬書查經

大專

標竿人生系列

突破

靈修分享

愛團

關係你我他

詳情請聯絡楊茜儀傳道 626-215-1665 / annieyang@mbcla.org。

國語堂家庭牧養會議
9 月 9 日本週三晚上 8 時家庭牧養會議使用 Zoom 視訊預查，
預查第二課：「神必醫治祂百姓的創傷」（P. 182, 耶 30:1224）。詳情請留意「家庭牧養視訊預查 Line 群組」的通知。

BVCC 浸信之聲兒童合唱團招生
浸信之聲兒童合唱團(BVCC) 2020-21
(秋季班 10-12 月) 將從本週日 8/30 開始
招生。本期將全程採用線上教學。上學
年度因疫情中斷的舊生學費將會豁免，
新團員學費全免，只酌收$30 報名費。
希望在嚴峻的疫情下，父母可以鼓勵自
己的孩童，以及邀請有興趣的朋友加入我們合唱團，以喜樂的
心用歌聲頌讚神！https://sites.google.com/view/mbcla-bvcc-reg

9 月 6 日兒童主日學升級日
孩童升級後，將繼續由原本的主日學老師授課。請參閲兒童
事工網頁：www.mbcla.org/children。如有任何問題，可以電
郵 mbclakids@gmail.com 查詢。

9 月 26 日全球華人差傳大會啟動線上聚會
9 月 26 日（週六）下午 1-5 時之全球華人差傳大會啟動線上聚
會，邀請 Dr. David Platt 分享，可至以下中文或英文網頁註冊
後免費觀看 http://watch.cmcglobal-afc.org/，更多詳細訊息可至
官網查詢 http://www.cmcglobal-af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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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訊
英語堂何正強、何黃佩儀執事夫婦 Ken and Vicki Ho 的兒子
Brandon and Vanessa Ho 於 8 月 22 日喜獲一女，名為 Charlotte
Maeve Ho，在此祝賀。

英語學生團契及主日學事工
即將進入初、高中及大學的契友，請聯絡 Robert 傳道
robert.chan@mbcla.org， 獲得最新團契聚會及主日學資訊。
週五 7:30pm: BASIC - 初中生團契
週五 8pm: Total Devotion (TD) - 高中生團契
週六 10:30am: Living Stone 大學生團契
主日學時間：主日早上 11 時

下週「活潑的生命」靈修進度
9 月 7 日（週一）耶 29:15-23
9 月 8 日（週二）耶 29:24-32
9 月 9 日（週三）耶 30:1-11
9 月 10 日（週四）耶 30:12-24

9 月 11 日（週五）耶 31:1-9
9 月 12 日（週六）耶 31:10-20
9 月 13 日（週日）耶 31:21-30

九月份發放特別安排
九月份的「活潑的生命」每日靈修將會登錄在教會網站「每
日靈修」， 九月份的「活潑的生命」將透過各小組、團契的
負責人發送給凡有訂購書本的弟兄姊妹們。因疫情緣故，請勿
前往教會領取。若有未能發送的，請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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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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