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教會 (不含差傳)預算/月 - $172,130.91
上主日經常奉獻: $18,016.47
‧六月累積 : $62,212.13
建堂: $100
感恩: $50
2020 差傳預算/月- $38,424.25
差傳奉獻: $4,903.30 六月累積: $10,394.30
中宣專案: $4,000
MOM: $13,890
InterCP STM: $1,000

主日學

兒童: 暫停
粵語: Zoom
英語: Zoom
國語: Zoom

主日崇拜

禱告會

Ling Liang 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

晨禱: 427

(直播)
粵: 9:15 AM
英: 9:15 AM
國: 11:15 AM

Bread of Life Church 洛杉磯靈糧教會

(週一～六)

週三
晚禱: 網上

2780 Lomita Blvd, Torrance, CA 90505
TEL: (310) 325 – 7777; FAX: (310) 325 – 7853

共計: 427

http://www.breadoflifechurch.org

國語堂主日崇拜

【教會重開措施通告更新】

二０二０年六月二十一日

我們非常期待在 2020 年 7 月 5 日 (主日) 教會重新開放時與弟兄姐妹您們 見面。
由於座位容量有限，我們將於 6 月 15 日 (今日) 開始接受為 7 月 5 日主日崇拜的註
冊，您可以很容易地透過教會的應用程式 App (BOL Church Torrance) 或教會網站
(breadoflifechurch.org) 進行。如果您所希望的第一 選擇已滿額，請查看其它的時
段是否仍有空位。我們衷心感謝您能有彈性地 參與一個不一定是您平時參加的
時段來和我們一起敬拜。如果您對預先註冊的過程有任何疑問，請與我們任何一位
教牧同工聯繫。

午堂 11: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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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二十三：22-25
證道

我們最新的安排是將有兩堂粵語崇拜 (主日：9:15 am，11:15 am) ，三堂 英語
崇拜 (週六：5:00 pm；主日：9:15 am 及 11:15 am) 以及兩堂國語崇拜 (週六：
7:00 pm；主日：11:15 am) 。在我們回到教堂的第一個週末之後， 將在每週一開
放給隨後一週的週六/主日的崇拜註冊。
到達教堂時：
• 請記得在教堂範圍內戴上口罩 (3 歲及以上) ，包括在參與崇拜及唱歌時均需戴
上。
• 通過指定入口處進入您的崇拜聚會場地：
(1) 大禮堂：東側停車場大門；
(2) 小禮堂：南側停車場大門；
(3) 129/135 室：135 房間的緊急出口門。
將在每一個入口處進行體溫檢查，及確認您的預約登記。
• 請與家人以外的任何弟兄姊妹時常保持 6 呎距離。

「建立喜樂的家庭」

回應

我們將繼續主日直播安排：
• 英語 9:15 am • 粵語 9:15 am • 國語 11:15 am

詩歌：愛我們的家

報告
三一頌/祝福

【青少年夏令營 (YSC) 更新報告】
由於新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我們很遺憾地宣佈，今年我們將不舉行青少年夏
令營 (YSC) 。我們正在計劃一個新的活動來作為 YSC 的替代
• 地點: 洛杉磯靈糧教會
• 日期: 高中生 – 8/3-5 (週一 - 週三) / 中學生 – 8/6-7 (週四 - 週五)
• 時間: 每天 10:00 am-4:00 pm
• 註冊: 7/1 開放登記
詢問，請與青少年事工傳道劉賜晨 (jasonlow@breadoflifechurch.org) 聯繫

 本主日事奉同工 
證道: 葛國光牧師
主席: 張磊牧師
敬拜主領: 李春紅師母  司琴: 汪淑慧

☆ 華語靈修專線：(310) 756-0735 ☆











































靈糧精兵門徒訓練學校

國語堂會事工

時間：2020 年 6 月 7 日至 8 月 30 日

一) 下主日崇拜服事同工:
[午堂] 證道: 張磊牧師  主席: 胡宇康傳道
敬拜主領: 李淑蘭  司琴: 陳寶儀

科 目/教 室

基要真理/網上課程 (Zoom)

教 師
課 程 簡 介

胡宇康、高志翔、黃文煇、周文華

科 目/教 室

舊約概論/網上課程 (Zoom)

二) 上週禱告會出席人數:
週間晨禱 (週一 ~ 六；通訊應用程式 LINE): 427 人 以上(次)；
週三禱告會 (網上視訊 Zoom): 50 人以上

三) 報告/禱告:

教 師

1) 全教會聚會暨相關事工活動：將於 7/5 起開放教堂內的崇拜聚會，其他
教堂內的聚會及活動仍持續暫停中 (我們將遵循州和縣的命令，隨時調整) ，
全教會退修會 6/26~28 ，以及兒童暑期聖經學校 7/20~25 已取消 。
2) 夏季主日學：6/7~8/30，每主日 9:30~10:45 am。目前課程為網上課程
(Zoom) 。包括『基要真理』、『舊約概論』、『聖經經卷— 傳道書 (下)﹑
雅歌書，六篇詩篇』，以及『希伯來書 (二) 』。
»» 欲參加的弟兄姊妹，請與胡宇康傳道 (基要真理)、陽長老 (舊約概論)、
宋長老 (聖經經卷) ，以及潘大偉 (希伯來書 (二) )聯繫。
3) 主日崇拜：教會重開後，在教堂內的國語堂崇拜，目前定為週六：7:00 pm，
以及主日：11:15 am 在大禮堂。我們仍維持主日11:15 am 的崇拜直播。
4) 主日崇拜預約登記：7/5 主日教堂內的崇拜預約登記，請弟兄姊妹至教會手機
App (BOL Church Torrance) 或教會網站 (breadoflifechurch.org) 註冊。
5) 恩典外展事工- 墨西哥外展：6/19~21；請記念正在墨西哥 San Telmo 基督
學校以及移民農場社區服事的包含我們教會的12 位弟兄姊妹們。
6) 為體弱者代禱：左王素珠、徐昌德、林鴻禧、唐潔心、王育文、陳碧絹、
王睿哲、舒正英、孫蓉、胡昆雲、許潛、倪天明。

每主日上午 9：30－10：45

基要真理班是針對慕道友、對真理要有更深一層認識的會友、或欲轉為
靈糧堂成為會員而開設的課程。此課程有十二堂課：認識上帝、認識
基督、認識聖靈、如何明白聖經、如何禱告、得救的確據、了結舊習、
了結舊信、洗禮、聖餐、認識教會、成為會員。我們會以詩歌敬拜開始，
再以課程內容教導、個人領受、見證分享來更深認識真理、更多地信靠
上帝，並更緊緊地跟隨祂。
陽道華、干首書、趙立志

課 程 簡 介

新舊約概論課程目標：學員按照一年進度安排，將整本聖經逐卷有系統地
讀完一遍。使無論是初信者或是忠實的信徒，都能掌握每一卷書的精義與
概要。
課程內容：以整本聖經為課本。
舊約聖經包括摩西五經、歷史書、詩歌智慧書、大先知書、小先知書。
新約聖經包括四福音、歷史部分、保羅書信、一般書信、預言(啟示錄)。
使用《基礎讀經舊約手冊》《基礎讀經新約手冊》輔讀。
夏季班：列王記(下) 至 耶利米書。

科 目/教 室

聖經經卷：「傳道書(下)」﹑「雅歌書」/網上課程 (Zoom)

教 師
課 程 簡 介

宋裴霖、林光能、王宇、葛利軍、楊永麗

科 目/教 室

希伯來書 (二) /網上課程 (Zoom)

教 師
課 程 簡 介



2020 夏季成人主日學

「傳道書」為所羅門王年老時所著，他年輕時向神求智慧，為神所喜悅，
不僅賜他聰明智慧也將富足尊榮賜給他，很可惜的是他後來卻放縱情慾，
背叛神，尋求地上奢華的生活。年老時他回到神的身邊，當他回顧自己的
一生，這些沒有神的生活與慾望的追求，就以「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
空」 來描述。他領悟到「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
世人心裡」，唯有神能使人坦然面對死亡，也明白了要早早紀念造我們的
主，要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我們無論在人生的那一階段，都當駐足深思，從所羅門王一生的經驗「人
遠離了神，一切所作的，所追求的都是無意義的」來學習重新調整我們人
生的目標與方向而不枉過一生。
「雅歌書」一方面描述親密的愛情與婚姻生活，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神對
祂子民無比的愛。我們當以神的心意委身在一個聖潔的愛情與婚姻的生活
中。
潘大偉、高正中、張磊、李晶

夏季的希伯來書 (二) 課程將在神話語的豐富中繼續考查，實踐應用。
讀聖經的人都知道《希伯來書》的重要性，因為它提供了新舊兩約之間
認識的橋樑，把舊約有關的祭司制度和它整個的思想體系，都加上了深刻
的屬靈意思。就今天讀者的立埸而言，《希伯來書》提供了基本解經規範
和明白舊約的思路，在聖經中有一個獨特的樞紐地位。
期盼再一次經由夏季主日學課程，幫助同學明白從舊約到新約信仰的
關鍵；証明福音真理比舊約律法更完全；見證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遠超
過任何人物；鼓勵同學持定真道，憑信心奔跑天路，忍耐等候救主再臨；
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基督完全委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