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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路5:12-14 
 
一、無奈、無望、無助 

 

 

 

 

 

 

 

 

 

 

 

 

 

二、無保留的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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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立主任牧師 
根據聯合執事委員會的建議，教
會理事會的確認，將於10月30日
主日崇拜後舉行特別會員大會，
擬通過按立陳寶聲牧師為主任牧
師，敬請會員預留時間出席。 
 

10月16日(主日)下午2:00在嘉惠
堂舉行聽證會，為確認過程禱告
，聽取聯合執事會的報告及聯合
執事會與陳牧師的問答。教會鼓
勵會員出席這兩個重要的會議。 
致謝 
今天承蒙李偉強牧師在粵語堂崇 
拜中証道，弟兄姊妹共沐主恩，
謹此謝忱。 
 

同工行蹤 
1)教會秘書趙巧慧姊妹於9/21-9/27 
休假。 
2)陳寶聲牧師、陳杜素平師母於 
9/26-9/28參加美加華人浸信會聯會 
第21屆雙年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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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陳牧師在教會十一年來的服事。 

 

浸禮/轉會 
粵語堂今天在崇拜中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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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ita Elsie Tan 
轉會:Ruth Carlos, Mee Mee Khaing,     
          Lory Yee and Khin Maung Zaw 
 

 

國語堂婦女會  
10月份婦女會將於10月5日(週三)
晚上8:00仍採用Zoom線上聚會方
式舉行，邀請黃崇哲牧師主講，
主題是:《採光的光彩人生》，歡
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參加者請發
簡訊致電劉國英會長626-475-9569 
報名。會議網址或電話打入， 
Zoom meeting ID: 452-521-3023, 
passcode：319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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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急救課(CPR) 
保健委員會將在健康日(10/15)舉
辦免費基礎急救課，報名請到櫃檯
登記或網址https://bit.ly/MBCLACPR  
 

愛心傳禮盒 
社區服務委員會請弟兄姊妹共同參與
「好撒瑪利亞人」愛心傳禮盒活動，
將禮物盒送給世界各地的貧困孩童。
通過禮盒向孩童及其家人傳遞上帝的
愛。10月2日開始在教會進口處索取
禮盒，並預繳$10現金/支票作運費，
抬頭註明“Samaritan’s Purse”。請於 
11月13日前交回禮盒。詳情聯絡Carol 
陳姊妹(carolyanchan6@gmail.com) 
 

 



活潑的生命  靈修進度   

  9月26日(週一) 創28:1-9    

    9月27日(週二) 創28:10-22     

    9月28日(週三) 創29:1-14       

    9月29日(週四) 創29:15-30 

    9月30日(週五) 創29:31-35 

  10月 1日(週六) 創30:1-13 

  10月 2日(週日) 創30: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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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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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雪慧、黃崇哲牧師、王傳義牧

師、陳穎恆傳道、崔理綱傳道、 

何正強執事、謝家慧、Jimmy Au 

李致華、陳杜素平師母、何耀華

牧師、陳寶聲牧師。 
 

新舊同工交接 
1)十月份乃是教會新年度的開始，

感謝同工們在今年裡忠心的事奉，

為主擺上，主必記念。 

2)10月2日主日乃新年度同工就職

日，各語言組的同工在所事奉的

語言崇拜中就職，請新同工務必

出席。 

3)請卸任同工於9月30日內清理事

工信箱內的儲放資料，以便重新

分配使用。 
 

 

預購2023年「活潑的生命」
QT 靈修書  
10月2日至16日三個主日在大堂前
廳櫃檯接受訂購。 
1)全年(12本)美金$72元 
 ［今年訂購費用增至全年$84美元，教 
  會為鼓勵弟兄姊妹每日靈修，將保持 
  去年價錢為大家訂購，請踴躍訂閱］ 
2) 郵寄直接收到書，全年美金$96元    
  (請提供收件人姓名和地址) 
 ［鼓勵訂購郵寄方式贈送給親友 

   靈修 (只限美國境內)］ 

3) 支票抬頭:Duranno America 
4) 家庭小組、團契請向組長訂購 
5)粵語堂可向組長或王兆其弟兄訂購  
 

查詢可聯絡辦公室秘書Alice姊妹 
alicehuang@mbcla.org  
 

每日同心同步靈修，與主親近！ 
 

RY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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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社區健康日 
 

2022年 10 月 15 日 (星期六)  
上午 9:00 至下午 4:00 在嘉惠堂舉行 

(地址:210 N Garfield Ave., Alhambra, CA 91801)  
 

主辦:   洛杉磯國語浸信會保健委員會 

協辦:  華埠服務中心,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醫學系、 

護理系、公共衛生學院。 

 

健康講座： 

1. “高血壓/樂齡養護/認識免疫”［鍾國權醫生團隊主講］ 

2. “認識風濕/療護”［風濕科主任高宇哲醫生主講］  

3. “認識牙周病/療護”［牙周病專科鄭治平醫生團隊主講］  

4. “疼痛療護”［中醫師楊鎮豪主講］  

5. “營養/健康諮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師生主講］ 

 

免費服務項目包括: 

1. UCLA 醫學系，公共衛生系提供: 量體重/血壓/視力，體重指數，   

體脂指數，及結果諮議  
 

2. 華埠服務中心提供: 新冠檢測盒，健康飲食諮議，新冠疫苗注射  
 

3. UCLA 提供基礎急救課: 

A. 心肺復甦，成人窒息/嗆到急救，AED 自動體外除顫器的運用  

B. 認識問題，過敏針，止血/包紮，手吊帶用法，震盪護理。 
（此基礎急救課分上午十點及下午一點兩堂授課，英文講解，中文

翻譯，請登記報名及選擇時段，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為止。

這課在外需要付$50/人，現在免費)；
https://forms.gle/XkWP7o6y6zcHWJ9KA 

 
預防勝於治療，知識就是力量，照顧好自己就是體貼家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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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Community  

Health Fair 
 

10/15/2022 
Saturday, 9:00 am – 4:00 pm 
MBCLA Garfield Worship Center 
210 N Garfield Ave., Alhambra, CA 91801 
 

Hosted by the Health Committee of Mandarin Baptist Church of Los Angeles. This 
community health fair is co-sponsored by Chinatown Service Center, UCLA School 
of Medicine, Department of Nursing, an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Health talks are featured in the event: 
1.  "Hypertension/Senior Care/Understanding Immunization", lectured by the team 

of Dr. Samuel Chung  
 

2.  "Understanding Rheumatism/Care", delivered by Dr. Malcolm Kao,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Rheumatism 

  

3.  "Understanding periodontal disease/treatment", delivered by the team of            
Dr. Vincent Cheng, a specialist in periodontal disease 

 

4.  "Pain Care", given by Chen-Hao Yang, a pain management specialis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5.  "Nutrition/Health Counseling", lectured by UCLA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The following free services are included: 
1. Provided by UCLA School of Medicin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weight/blood 

pressure/vision tests, body mass index (BMI), body fat index (BODY FAT 
PERCENTAGE), and result discussion (not consultation because it is an 
internship program)  

 

2.    Provided by Chinatown Service Center: COVID-19 testing kits, healthy diet 
advice, and COVID-19 vaccine injections  

 

3.    Provided by UCLA: Basic first aid courses 
       A.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 adult asphyxia/choking first aid,  

use of AED automatic external defibrillator  
 

       B. Finding problem, epinephrine pen, controlling bleeding & bandaging, sling 
    & swath, concussion. (This basic first aid class will be conducted in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at 10:00 am and 1:00 pm respectively. Space is 
limited and available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until the capacity is 
full. Please register first, and select the time slot on the registration form. 
Normally this class costs $50/person, but it is free this time). 
https://forms.gle/XkWP7o6y6zcHWJ9KA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treatment, Knowledge is power. 

Taking care of yourself is caring for your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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