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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 
我們要來感謝他，用詩歌向他歡呼！ 

因耶和華為大神，為大王，超乎萬神之上。(詩篇95:1-3) 

主題：「裝備自己，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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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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獻詩 「我歌頌祢」  張世明牧師
楊顯基傳道 

楊顯基傳道 



信 息 大 綱  

"新" 歌可以有多新？ 
What's so "new" about new songs? 

 

經文：詩96, 97, 98 
 
我想，我們需要處理這三首詩篇中的三個基本問題： 

 

(1) 聖經中的“新”是什麼意思？（或許，“新”的反義會是什

麼？） 

 

 

 

 

 

(2) 詩人在那種屬靈背景下去要求他的聽眾來 “唱新歌”？ 

 

 ˙ 經文結構 

 

 ˙ 語言 

 

 ˙ 將來——敬拜與未來的現實 

 

 

 

 

 

(3) “新” 歌如何顛覆性地改變我們對敬拜的看法？ 

 

 

 

 

 

 

 

激發我們的想像：十四萬四千人的新歌 (啟示錄 1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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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謝 
1)昨日聖樂週承蒙林崇哲牧師擔
任講員，弟兄姊妹的服事及參與
，謹此致謝。 
 

2)今天聖樂主日承蒙林崇哲牧師
在國語堂、楊顯基傳道在粵語堂
、Dr. David Toledo在英語堂崇 
拜中証道，弟兄姊妹共沐主恩，
謹此謝忱。 
 

同工請辭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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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管堂葉洪斌弟兄請辭教會職務，
感謝葉弟兄八年來的服事，願主帶
領他退休的生活。 
 
 

同工行蹤 
1)陳東昇牧師於9/12-9/30休假。 
2)陳寶聲牧師、陳杜素平師母於 
9/15-9/19休假。 
3)教會秘書趙巧慧姊妹於9/21-9/27 
休假。 
 

 

十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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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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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崇拜開始時有粵語堂浸
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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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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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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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日  
保健委員會將於10月15日(週六)上
午9:00至下午4:00在嘉惠堂舉辦年
度健康日，我們需要義工們參與服
事，有負擔者請聯絡張傳道Justin 
(justinchang@mbcla.org)。 
 

 

青少年冬令會  
將於12月29日至30日舉行，歡迎
7至12年級的青少年參加，請預
留時間，報名詳情將日後公報。 
 

鮮花奉獻 
黃冰、梁兵感恩獻花。 



活潑的生命  靈修進度   

  9月19日(週一) 創25:19-34    

    9月20日(週二) 創26:1-11     

    9月21日(週三) 創26:12-22       

    9月22日(週四) 創26:23-35 

    9月23日(週五) 創27:1-14 

    9月24日(週六) 創27:15-29 

    9月25日(週日) 創27: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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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22年10月開始啟用新的電話 
直線5089245181 

Meeting ID: mbclac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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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 事 分 享 】   

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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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會副主席：陳雪慧 

-國語堂:黃崇哲牧師 

        王傳義牧師 

-英語堂:陳穎恆傳道 

-粵語堂:崔理綱傳道 

-執事代表:何正強執事 

-語言組代表: 

 (國語堂)謝家慧 

       (英語堂)Jimmy Au 

              (粵語堂)李致華 

-兒童事工:陳杜素平師母 

-教會管理運作:何耀華牧師 

-主任牧師/當然成員:陳寶聲牧師 
 

詳情請參閱夾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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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禱

告會後線上連結: 

https: bit.ly/mbclaprayer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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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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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99009128,,83339822659#,,#,,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