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謹慎的四個忠告 
-勞伯祥牧師 

經文： 

 馬可福音/ Mark 13：5－6, 9－11, 23－29   33－37 

5 耶穌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6 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 

9 但你們要慬慎．因為人要把你們交給公會、並且你們在會堂裡要受鞭打．又

為我的緣故、站在諸侯與君王面前、對他們作見證．10 然而福音必須先傳給

萬民。11 人把你們拉去交官的時候、不要豫先思慮說甚麼．到那時候、賜給

你們甚麼話、你們就說甚麼、因為說話的不是你們、乃是聖靈。 

23 你們要謹慎．看哪、凡事我都豫先告訴你們了。24 在那些日子、那災難以

後、日頭要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25 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

26 那時他們〔馬太二十四章三十節作地上的萬族〕要看見人子有大能力、大榮

耀、駕雲降臨。27 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選民、從四方、從地極直到天邊、

都招聚了來。〔方原文作風〕 

28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

近了。 

29 這樣、你們幾時看見這些事成就、也該知道人子近了、〔人子或作 神的

國〕正在門口了。 

33 你們要謹慎、儆醒祈禱、因為你們不曉得那日期幾時來到。 

34 這事正如一個人離開本家、寄居外邦、把權柄交給僕人、分派各人當作的

工、又吩咐看門的儆醒。35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你們不知道家主甚麼時候

來、或晚上、或半夜、或雞叫、或早晨。 36 恐怕他忽然來到、看見你們

睡著了。37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也是對眾人說、要儆醒。 

 讲员 領會 司琴         音象 

本週 勞伯祥   陳強儀 Jenny        Amy 

下週 施約瑟   文子陽 Jenny      盧增福 

 招 待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本週     盧增福 應鑾           Bob 

下週     盧增福 何燕儀 Su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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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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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們  

迎新報告                                               領會 

                                         （默禱散會） 

主日  2:30 pm  中文崇拜 青少年主日學 兒童 

主日  4:20 pm  主日学 

週三  10:00am  妇女查经                

週五  8:00 pm  聖徒裝備 

每月最後主曰 4:00 pm  禱告會  

主日  1:45PM   禱告 

上週奉獻 

經常奉獻 愛心獻 建堂 Building Fund Loan 

701 ---- 3150  

                                                                        
 

本日特選經文：  

哥林多前書 15: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你們

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 

 1 Corinthians 15 ：58 

Therefore, my dear brothers, stand firm. Let nothing move you. Always give 

yourselves fully to the work of the Lord, because you know that your labor in 

the Lord is not in vain. 

 

事工報告: 

1. 4：20pm 成人主日学由應鑾姐妹带领请准时参加。 

2. 教會已分派關懷小组, 人人關懷, 彼此激勵, 興旺福音, 復興教會. 若需要

更改或加入關懷小組, 請通知梁弟兄或陳弟兄. 

3. 五月十八曰星期五晚八時, 舉行第二季同工會, 請弟兄姊妹參加, 

共同建立 '基督是主' 的教會. 

4. 礼拜赞美之前 1：45pm 开始我们一同在神的殿中仰望祷告，时刻经历他

喜乐的灵的同在和看顾。 

5. 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534111.79 

 

感恩與代禱. 

1 感谢神带领弟兄姐妹彼此扶持，保守在爱里同工的心，越服侍越谦卑，越亲近

神越領受神的恩膏 

2 請為 Priscilla 姐妹朮后康復，刘純爱姐妹，梁弟兄，美云姐妹，Margret 姐妹

等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及其家人代祷，求神来做安慰和医治的工作，祝福每个

家庭平安喜乐。同時也為春天開始繼續建堂施工平安順利禱告。 

3 請為今天的主日講台信息、講員勞伯祥牧師、服事同工禱告 求聖靈運行在我們當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