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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7月24日 上午11時正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的名！ 
耶和華的僕人站在耶和華殿中； 

站在我們神殿院中的，你們要讚美他！(詩135:1） 

主題：「裝備自己，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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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黎義理            領唱：鄭嘉進              鋼琴:郭方黛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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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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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召   詩篇135:1 主  席  

崇拜詩歌 「讚美天上君王」世紀頌讚21 會 眾 

牧    禱  陳牧師 

獻    詩 「真光普照」    

上宣
主講
啟聖
示言 

信息詩歌 「萬代之神」世紀頌讚32 會  眾 

特別獻詩 「一閃一閃亮晶晶」 
「福音三字經」 

 

信息經文 出埃及記20:1-17 講  員    

信息傳講  愛神誡命，活出使命！   

回生
應命
信奉
息獻 

回應詩歌 「基督精兵奮起」世紀頌讚508 會 眾 

決志與關懷禱告  陳牧師       

奉獻禱告  主 席  

彼信
此徒
關團
懷契  

歡    迎  主 席  

家事分享  主 席  

三賜
一福
頌差
讚遣 

三 一 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世上萬民讚美主恩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會 眾 

祝   福  陳牧師   

殿    樂   會 眾 

陳東昇牧師 

家恩團 

中文學校夏令營 



信 息 大 綱  
愛神誡命，活出使命！ 

                              

經文: 出埃及記20:1-17 
 

一.  面對世界的黑暗, 我們要愛神所賜下的誡命: 
 

        A.  十誡不僅是舊約的, 更是給我們今天人的 
 

        B.  十誡不僅是給基督徒的, 是給全人類的 
 

        C.  十誡的總綱是要我們愛神與愛鄰舍 

 
 

二.  面對世界的挑戰, 我們要應用神所賜下的誡命: 
 

        A.  當面對道德腐敗, 我們要有恩典有真理 
 

        B.   當面對社會制度上的扭曲, 我們需要按神的 

           道德律修改 

 
 

三.  面對世界的墮落, 我們要活出神所賦予的使命: 
 

        A.  活出使命的動力, 是愛神的情感 
 

        B.  活出使命的行動, 是愛鄰舍的實踐 

         
 

 

4W 小組分享題目: 
 

Worship:   基督精兵奮起 (世紀頌讚508) 
 

Welcome:  身為住在美國的基督徒,你有沒有參加過甚麼社區 
         服務? 在服務中怎樣見證耶穌呢? 
 

Word:   出埃及記 20:1-17 
 

Work: 
一. 為什麼基督徒要注重十誡, 為什麼十誡對我們每一個人的 
    生活都很重要呢?   
 

二. 當社會上倫理標準不斷改變, 甚至違反神的道德律,我們要 

    如何本著愛心, 懷著真理, 去影響身邊的人呢? 
 

三. 十一月份的中期選舉快到了, 學習了神的十誡與道德原則,  

    我們將如何應用在我們投票的選擇中呢? 或我們該如何應 

    用十誡的原則為美國禱告呢? 
 

四. 彼此代禱 
 
 



教會實體崇拜聚會 

謹以摯誠歡迎各位參加崇拜，和

我們一同敬拜上帝。國語早堂、

粵語、英語主日崇拜均提供現場

線上直播，請登入網址  

media.mbcla.org 點擊觀看。 
 

健康更新 

洛杉磯國語浸信會繼續遵守CDC 

和當地健康指引。如果洛杉磯縣

於7月29日要求恢復在室內配戴

口罩，請弟兄姊妹們注意，在教

會室內時必需要配戴口罩。 

 

同心參與支持教會聖工 

感謝大家愛主忠心奉獻，記念神

家的需要。 

A. 郵寄奉獻： 

教會地址：110 W. Woodward Ave., 

Alhambra, CA 91801，支票抬頭 

MB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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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指示完成。 

 

體育館開放時間 

康樂委員會為教會會員開放體育館

，開放時間： 
 

羽毛球：第二週六,1:00-3:30pm 

排  球：第四週六,1:00-3:30pm 

籃  球：週二 8:00-10:30pm 及      

        週六 9:00-11:30am 

 

八月份「活潑的生命」 

凡已訂購的弟兄姊妹，請於崇拜

後前往櫃檯領取。 
 

門徒訓練課程 

國語堂教育部將於9月13日起開始

為期三個月的門徒訓練線上課程

，使用教材為「塑造主生命-

Masterlife」，「塑造主生命」為 

美南浸信會製作的門徒訓練課程

，自1981年起到今年已40年，全

球無數教會，超過百萬基督徒因

此教材生命得以塑造。此季課程

將包括「得勝篇-在屬靈生命中， 

作得勝的基督徒」及「使命篇- 

傳福音，使人作主門徒」。 

時間為每週二晚上7-9時。電腦或 

是FCC(FreeConferenceCall)手機

App進入，Meeting ID:dnwang6， 

歡迎報名参加，詳情請洽王傳義

牧師。 
 

同工行蹤 

何耀華牧師7/28-31、8/5-11休假。 
 

哀啟 

劉弈開姊妹(陳蒼遂姊妹之母親

，97歲)於7月20日安息主懷，願

主安慰家屬。 
 

鮮花奉獻 

王昌民紀念慈母謝懿芬回天家 

十九週年。 
 

 
 

 

【 家 事 分 享 】   



【 家 事 分 享 】   
活潑的生命  靈修進度   

       

  7月25日(週一) 林後10:1-11    
    7月26日(週二) 林後10:12-18     
    7月27日(週三) 林後11:1-15       
    7月28日(週四) 林後11:16-33 
    7月29日(週五) 林後12:1-10 
    7月30日(週六) 林後12:11-21 
    7月31日(週日) 林後13:1-14 

 
 

粵 語 堂 聚 會 
 

［主日崇拜］ 
主日 11:00a.m.  在嘉惠堂 

210 N Garfield Ave, Alhambra, CA 91801 
 
 
 

［網上崇拜］ 
主日 10:45a.m. 簽到 

網址：cantonese.mbcla.org 
    1. 點擊「崇拜簽到」 
    2. 點擊「粵語堂崇拜直播」 
 

 
 

［主日學］ 
主日 9:15a.m.  在嘉惠堂 

 

請瀏覽 
cantonese.mbcla.org/主日學課程   
報名/諮詢：許楊慧玲校長 

diana16hui@gmail.com 
 
 
 
 

［週三晚禱告會］ 
只在線上舉行:7:00p.m.-8:00p.m. 

撥打電話直線:951-799-9625 

 

避免收費，也可用  
FCC (freeconferencecall.com) 

 Meeting ID:  tsvchan 
 

代禱事項請電郵崔理綱傳道 
paulgd9@gmail.com 

 
 
 
 
 

［團契］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請瀏覽網址: 
cantonese.mbcla.org/團契生活 

 

諮詢：崔理綱傳道 
paulgd9@gmail.com 

或陳東昇牧師 
pastordanielchan@yahoo.com   

 

 
 

國語堂禱告會 

每週三晚上7:00，週四晚上8:00 

請撥打電話 617-793-8832，或 

使用FCC，ID:prayermeeting1  

 

國語堂婦女會 

8月份婦女會將於8月3日(週三)

晚上8:00舉行，仍採用Zoom 

線上聚會方式，將邀請本教會劉

哲沛律師、為我們主講有關法律

法規新知識，主題是：《談最高

法院判例再攀生命高峰》歡迎弟

兄姊妹踴躍參加。參加者請發簡

訊至電劉國英會長626-475-9569 

報名索取會議網址或電話打入，

Zoom meeting ID： 452-521-3023, 

passcode：319233。 
 

 

「創世記」概覽 

「活潑的生命」QT靈修-「創世 

記」概覽講座，將定於： 

  7月30日（本週六）在嘉惠堂 

  9月17日（週六）在嘉惠堂 

10月15日（週六）在正堂 

上午9:00 - 中午12:00 舉行。 

講員：謝挺博士（正道福音神學   

      院舊約教授） 

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活潑的生命」線上靈修 

週一至週五（早上7:00-7:40) 

內容有詩歌、信息、靈修分享。 

點擊網址https://www.mbclass.org/qt/ 

直接進入，或使用電話： 

1-669-900-9128，83339822659#,#,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