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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點 
1. 祝各位父親和準父親們父親節快樂！我

們在多元化大樓 (體育館)和庭院有拍照

站給大家拍家庭照至下午 1:00。 

2. 主日教會關閉時間：教會設施將於下午

1:00 關閉。請在該時間之前將車輛移出

停車場。當我們繼續重返教會，便會延

長開放時間。 

3. 主日兒童事工有限度地重開 (7/4-

8/15) 當各家長參加實體崇拜之時，您

的兒女(從出生至五年級)可以參加實體

兒童節目。因人手問題，您的兒女只可

以選擇參加其中一堂。 

• 上午 9:00 實體主日學  (第一堂祟

拜)，設有限額 

• 上午 10:45 實體兒童事工 (第二堂祟

拜)，設有限額 

必須預先報名。請到網址

http://fcbc.la/welcomeback報

名。詳情，請電郵

brianwang@fcbc.org. 

4. 兒童部重返教會上主日學時需要同工 

(由 7/4 起) • 我們需要願意幫助從出生

至五年級的兒童認識耶穌為救主的弟兄

姊妹參與。查詢詳情或報名，請電郵

brianwang@fcbc.org。 

與我們聯繫 

我們的會牧團很樂意幫助您與本會聯繫！

請瀏覽我們的網站www.fcbc.org獲取聯

絡資料和各項活動。 

主任牧師 黃守謙牧師 Rev. Benny Wong 

聖樂  劉以琳傳道 Min. Elim Lau 

兒童 王文宗傳道  Min. Brian Wang 

中文  

副主任牧師 李繼榮牧師  Rev. Abraham Lee 

粵語大學、  

青成年、成年 池韋盈牧師 Rev. Wayne Chi 

粵語長者 郭錦昇傳道  Min. Daniel Kwok 

國語 孫震傳道  Min. Zhen Sun 

社區兒童、  

青少年外展  陳頌欣傳道 Min. Candace Chan 

英文 

副主任牧師 友清忍牧師  Rev. Chris Tomokiyo 

青成年 周啟傑牧師  Rev. John Chow 

英語事工 翁嘉怡傳道  Min. Casey Young 

大學 盧景倫傳道  Min. Darren Lo 

青少年 耿念豫傳道  Min. Daniel Keng 

 

報告事項  

全教會  

1. 數 碼 事 工 禱 告 會  (6/20 ， 今 天 下 午 12:30-1:00) • Zoom 的 連 結 是

fcbc.la/digital。 

2. 粵語部網上培靈特會  (6/25-6/27，本週五至下主日) • 6/25：晚上 8:00-

10:00；6/26：上午 10:00-中午 12:00；6/27：上午 9:00-中午 12:00。主題：

「靈風與逆風」—在逆境中經歷上帝的作為。講員：林祥源牧師 (Rev. Albert 

Lam)。網址: fcbc.la/c/revivalmtg。請粵語部弟兄姊妹預留日子參加。 

3. 國語部聖餐禮 (6/27，下主日) • 將是崇拜的其中一個環節。若您在網上參加崇

拜，請在崇拜前預備聖餐禮的餅和杯。敬請留意不會以 Zoom 視像舉行。 

4. 兒童暨青少年夏令營 (7/21-7/25，週三至週日) 現已接受報名！3-12 年級的學

生：齊來與我們敬拜，聆聽信息，玩遊戲等等！必須在網上報名。詳情和報名

表，可在網址 fcbc.org/summercamps獲得。 請於下主日 (6/27) 之前報名，

以便為營友策劃最好的營會。 

5. 粵語新朋友事工 • 現正招募以下同工： 

• 主日和特別活動的招待員— 活潑，有活力，親切笑容，主動歡迎新朋友。 

• 事工發展團隊—有良好團隊精神， 有創意和跟進新朋友。 

如想了解更多或有意在這方面服侍的弟兄姊妹，  請與陳頌欣傳道聯絡 

candacechan@fcbc.org。提供訓練。 

6. 2021 年粵語部暑期成人主日學 (上午 10:45 - 中午 12:00 在體育館) 混合模式，

各適其式。 

• 7 月份課程：「隨主腳踪行，關顧身邊人！」。老師：吳子良。 

• 8 月份課程：「新約—輕鬆走一回」。鳥瞰新約，掌握書卷的重點及神學

觀念。老師：池韋盈牧師。 

7. 教會詩班 • 將於七月恢復練習詩歌，九月開始獻詩。目前正在招收新舊詩班

員，歡迎可以唱音準的弟兄姊妹報名參加 7/10 (週六) 的聯合詩班退修會。報名

網址：https://fcbc.la/ChoirRetreat。 

8. 英文補習班 • 現需要一位會說粵語或國語的老師在 Zoom 視像教學。每月兩個

星期日下午 2:00-3:30。如有意藉此向新移民傳福音，請與黃秀珍 (Anne) 聯絡

annewong308@yahoo.com。 

9. 現聘請接待員！職責已刊登在教會網站 www.fcbc.org。凡有意者，請上網申

請或與廖楊嘉玲 (Karen Lew) 聯絡 klew@fcbc.org。 

10. 重返教會最新消息 • 請瀏覽網址 fcbc.la/c/covid19。 

 

 

安息主懷 
李雷新畫 (李振揚的妻子；李顏彩和李源彩的母親) 於 6/9 (週三) 安息主懷。安

息禮將於 7/3 (週六) 上午 11:00 在玫瑰崗 Memorial Chapel 舉行。有意參加

者，請電郵 bylee2003@yahoo.com。家人辭謝花圈，請將花金捐贈給羅省

一浸的幸福小組事工。支票抬頭請寫 FCBC，並註明「Happines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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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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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 

  

 

主日崇拜 

fcbc.la/Sunday fcbc.la/c/Sunday fcbc.la/m/Sunday 

禱告會 

fcbc.la/pray fcbc.la/c/pray fcbc.la/m/pray 

網上奉獻 
fcbc.la/give fcbc.la/give fcbc.la/give 

教會最新

消息 

fcbc.la/covid19 fcbc.la/c/covid19 fcbc.la/m/covid19 

聯絡 

fcbc.la/contact fcbc.la/c/contact fcbc.la/m/contact 

主日電話

崇拜 

 (800) 786-0321 請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