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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歌唱耶和華的慈愛，直到永遠； 

我要用口將你的信實傳與萬代。 (詩篇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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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傳講  萬物的結局近了   

回生
應命
信奉
息獻 

回應詩歌 「教會一家」美樂頌129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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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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息 大 綱  

萬物的結局近了 
                           

經文：彼得前書4:7-11 
 

一. 當思想結局, 好規劃豐盛人生: 

 

 

二. 結局近了, 當操練禱告: 

 

 

三. 結局近了, 當彼此相愛: 

 

 

四. 結局近了,  當發揮恩賜: 

 a.  宣講聖言的恩賜 

      b.  服侍別人的恩賜 

 

 

五. 當在結局榮耀神, 就是活出豐盛人生 

 

 

 
4W 小組分享題目: 
 

一.  Worship:  教會一家  (美樂頌 129) 
 

二.  Welcome:  你希望十年之後的你是怎樣的你, 生活的情況 
              是如何呢?  請與大家分享一下。 
 

三.  Word:  彼得前書 4:7-11 
 

四.  Work:     
 

          1.   主耶穌若下個主日就會再來,你要如何渡過你餘下幾天 
        呢? 
 

     2.   我要如何操練,才可以使自己的禱告生活更進一步?       
        你會參加教會的禱告會嗎?  請分享. 
 

     3.   有什麼是令你不能與弟兄姐妹切實相愛呢?     
        怎樣可以突破? 
 

     4.   我在教會, 團契, 小組理, 要用什麼態度, 如何去做,  

        才能發揮屬靈的恩賜, 做恩賜的好管家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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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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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謝 
感謝弟兄姊妹熱心參與上週紅十
字會捐血活動，願主記念。 
 

會員大會 
1)教會將於9月25日主日崇拜後舉行
會員大會，擬通過： 
˙2022-2023年全年預算案 
˙提名委員會成員 
 

詳情請留意下主日的夾頁，敬請會
員預留時間出席，關懷聖工。 
 

問題解答時間將於9月21日週三晚上
禱告會後線上連結。 

教牧請辭 
陳東昇牧師請辭粵語堂牧師的職務
，自2022年10月1日起生效。陳牧
師已接受德州西南浸信會神學院的
中文課程副主任一職。我們感謝陳
牧師在教會十一年來的服事。 
 

同工行蹤 
1)教會辦公室經理鄭梁淑英姊妹於
9/6-9/12休假。 
2)陳東昇牧師將於9/12-9/30休假。 
3)陳寶聲牧師、陳杜素平師母將於 
9/15-9/19休假。 

2022年秋季籃球賽 
今天最後一天接受報名，報名費為
$25，人數限40人。比賽於9月25日
開始，每主日下午3-5點。詳情參考 
https://recreation.mbcla.org 或聯絡 
Ashley Ailes (ashleysiaailes@gmail.com) 

聖樂事工 
2022年度教會聖樂週將於9月17日 
(週六)上午9:00至下午4:00在正 
堂舉行。無論你在詩班事奉與否，
都歡迎您與我們一同享受和學習。
請與你們語言組詩班長報名登記
，方便預備午餐。報名詳情可到
網頁Music-worship.mbcla.org 。 
 
 

體育館開放時間 
9月17日(週六)上午9:00-11:30的籃 
球開放時間將取消，以支持教會聖
樂事工的聖樂週。詳情請聯絡張述
信傳道 (justinchang@mbcla.org)。 
 
 

光的攝影團契 
9月12日(週一)晚上7:30在正堂313
室聚會，題目:「神創造的大自然
」，邀請大家帶一些攝影作品(風
景、花卉、雀鳥等）來分享。詳情: 
https://mbcla.org/ photographers/meeting/ 
 
 

粵語堂佈道主日 
角聲敬拜佈道團將於9月25日在
粵語堂主日崇拜中舉辦音樂佈道
會，歡迎邀請慕道親友參加。 
 

 

浸禮/轉會 
粵語堂於9月25日在崇拜中舉行。 
浸禮：陳遇仙、黃媚、雷燦楊。 
轉會：胡麗萍。 
 

英語堂於10月2日在崇拜中舉行。 
浸禮：Samuel Penn。 
轉會：Ruth Carlos, Mee Mee 
Khaing, Bonita Elsie Tan, Lory Yee, 
and Khin Maung Zaw。 
 
 

事工連接會議 
Mt. Zion Church將於10月1日(週六) 
上午8:30 至下午2:00為平信徒舉辦 
事工連接會議。詳情及報名可參看
www.ministryconnection.net。 
 

喜訊 
同心團契張宏明、張竟文夫婦於 
8月24日蒙主賜一男嬰，取名子牧 
(Nathan)，感謝主恩，謹此致賀。 
 

哀啟 
文曉梅姊妹於9月3日安息主懷，
願主安慰家屬。 
 

鮮花奉獻楊李永寶紀念楊漢強
弟兄安息主懷八週年。 

【 家 事 分 享 】   



【 家 事 分 享 】   

活潑的生命  靈修進度   

  9月12日(週一) 創22:15-24    
    9月13日(週二) 創23:1-20     
    9月14日(週三) 創24:1-9       
    9月15日(週四) 創24:10-27 
    9月16日(週五) 創24:28-53 
    9月17日(週六) 創24:54-67 
    9月18日(週日) 創2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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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徒訓練課程  
國語堂教育部將於9月13日開始為
期三個月的門訓線上課程，使用教
材為「塑造主生命-Master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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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App進入，Meeting ID: 
dnwang6，歡迎報名參加，詳情請
洽王傳義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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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yermeeting15  

 

國語堂家庭牧養會議 
9月14日(週三)晚上8:00將使用 
Zoom視訊預查「活潑的生命」第 
二課「神照著祂的話語成就一切」
(P.180, 創2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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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講座定於9月17日及10月 
22日(週六)上午9:00 -中午12:00 在 
嘉惠堂舉行，講員:謝挺博士(正道
福音神學院舊約教授)，歡迎參加。 
 

 

BVCC兒童合唱團年度招生 
2022-2023年度現在接受報名。我 
們回復在教會實體教學與排練，每
週日下午1:15-2:30。秋季(10-12月) 
學費$165，春季(1-5月)學費為$240 
，全年報名$360。(同一家庭第二名
以上子女可享有$10優惠。)鼓勵教
會內外的孩子們，一同享受並裝備
音樂與歌唱之美。請到網站報名及
參閱詳情。Music-worship.mbcla.org  
(「兒童合唱團」) 
 

兒童背經操練 
四至六年級及三年級(預備班)的
背經操練將於10月2日(主日)兒
童主日學後舉辦註冊及家長說明
會。10月9日(主日)開始上課，
查詢請聯絡陳師母 Pauline 
Chan: paulinechan@mbcl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