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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
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羅馬書1:16-17） 

主題：「裝備自己，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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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大 綱  

改變人生的福音 
                              

經文: 羅馬書1:16-32 
 
一、國慶節的福音對話： 

 

 

 

二、世俗取代福音的系統與禍患： 

 

 

 

三、重回更新生命的福音： 
 

 

 

 

 

4W 小組分享題目: 

Worship:             我愛傳揚這福音 

Welcome:           講道中有甚麼印象深刻, 對你有影響的一件事,   

              請分享。 

Word:                  羅馬書  1:16-32 
Work: 
1. 很多人覺得只要一個國家經濟好, 有科技人才,有天然資源,    

  就是蒙福的國家; 但基督徒卻認為敬畏耶和華, 堅守信仰,  

  傳揚福音的國家 才是蒙福的國家。 你是怎樣認為呢?      

  請分享。 
  

2. 當美國公立學校用無神論的人本價值觀 代替了長久以來    

  上帝賜給人類的道德倫理觀, 也就是聖經的倫理道德觀,     

  美國的年輕下一代身受其害。我們所面對的社會也深受其 

  害。身為基督徒, 我們可以為社會做些甚麼,幫助這裡的 

  人重歸真神呢? 
 

3. 我願不願一常為我所住的社區禱告?      

  我願不願意不以福音為恥, 向一位未信主的親友傳福音?      

  若願意, 我可不可以現在就為美國禱告?  

  現在就寫下一位親友的名字, 向他傳福音呢? 
 

4. 彼此代禱 

 

 



【 家 事 分 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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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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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BS暑期聖經學校  
歡迎幼稚園至六年級孩童參加， 

(A組) 7/25-7/27 名額有限 

(B組) 7/28-7/30 已取消 

請於7/17前報名，崇拜/主日學結

束後在教會正堂前廳櫃檯接受報

名，報名費$20，額滿為止，敬請

家長們早日報名。 

今年主題:“Spark Studios” 

日期:7/25 - 7/27 (週一 -   週三) 

時間:9:00am - 12:00pm 

地點:教會正堂 
 

光的攝影團契 
7月11日(週一)晚上7:30在教會

副堂聚會，題目：”攝影作品分

享/如何操作單鏡反光相機及手

機”，邀請大家帶一些攝影作品

來分享，預先下載到 thumb 

drive，歡迎弟兄姐妹參加!  

詳情:https://mbcla.org/ 
photographers/meeting/ 

希望之門(Door of  Hope)外 

展事工 
英語堂婦女會將於7月30日(星期六)

上午9:00 -下午3:00在Maranatha     

高中學校舉辦之夏天嘉年華設置  

外展攤位活動，這外展活動對象該

校校友和其家人。 

目前正在尋覓弟兄姊妹(個人或一

家)輪流幫忙當天攤位運作。欲知

更多這項外展活動詳情或報名登記

，請聯絡Sherry Tjiong:  
sherrykoo@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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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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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行蹤 
兒童事工鄧玉玲傳道7/13-20外出。 
 

喜訊 
英語堂Daniel Hsieh謝福煒弟兄與 

Aileen Wei魏愛寧姊妹於昨日舉行 

婚禮，謹此致賀，願主祝福新人。 
 

哀啟 

1)陳繼先姊妹（李經倫、李魏劍秋

執事夫婦之岳母/母親）於7月7日在

台灣安息主懷，願主安慰家屬。 

2)譚勝斌弟兄(粵語堂陳偉亮、譚方

欣之岳父/父親)於7月1日安息主懷

，願主安慰家屬。 



活潑的生命  靈修進度   
       

  7月11日(週一) 林後3:1-11    
    7月12日(週二) 林後3:12-18     
    7月13日(週三) 林後4:1-12       
    7月14日(週四) 林後4:13-18 
    7月15日(週五) 林後5:1-10 
    7月16日(週六) 林後5:11-21 
    7月17日(週日) 林後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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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 事 分 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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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堂會員班 

國語堂定於8月21日(主日)在崇

拜中舉行浸禮，凡已完成福音班

及浸禮班並願意受浸或轉會加入

教會的弟兄姊妹，請聯絡教會辦

公室填寫表格，並務必參加會員

班課程，於7月17日(主日)下午

1:30至3:45實體在131室及FCC 

線上同時進行，詳情請與王傳義

牧師聯絡:(626) 238-4068。  

 

國語堂家庭牧養會議 

7月13日(週三)晚上8:00將使用 

Zoom視訊預查「活潑的生命」 

第三課「活出基督的信」(P.184, 

林後3:1-11)，詳情留意「家庭牧 

養視訊預查Line群組」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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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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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