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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短片見證 
弟兄姊妹平安！感恩節是我們向世人述說神恩典的好機會。粵語部計劃製作一段約 3 分鐘的短片，主題

是「疫情中述說主恩」。我們希望收集 30 段創意的 10-15 秒自拍短片，要配合主題，例如： 

「在疫情中，我感謝神賜我平安！」 

「在疫情中，我感謝神保守我仍有工做！」 

「在疫情中，我感謝神更新我的靈命！ 

請於 11 月 8 日前把短片上載至 https://forms.gle/9NDTtZwekmJEwHgp6 

請在述說主恩前，先講自己名字、並問候大家！若自拍片不符合以上之要求，可能不被錄用！ 

2020 FCBC 感恩節短片或掃瞄這二維碼，然後上載到 Google Drive。         

                                               

注意︰所有的短片只用作是次製作使用，教會將決定選用那些短片。 

 

羅省一浸會員大會 

(11/8，主日下午 1:30 透過 Zoom 視像舉行) 

會議只限羅省一浸會員參加。為了使會議進行更有效率，盡量減少使用討論室及縮短投票過程的時間，

我們要求每位會員： 

• 各自報名。夫婦也是各自報名。 

• 即使您與其他人共用一個螢幕，請使用另一部電腦，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或按鍵電話來參與會

員大會的投票。 

• 請將顯示在 Zoom 上的名字改為您的全名，以便我們容易識別身份。請勿使用姓名縮寫或暱

稱。  

• 報名後，請留意您的電郵，這電郵是確實您已報名，並有視像會議，文件及指示的連結。 

現已接受報名，網址：fcbc.la/membersmtg，截止報名日期：下主日。 

 

天使行動 (Touched by an Angel) 

還有兩個多月就到聖誕節了。聖誕節是一個給予的節日，猶如天父把祂的獨生子賜給我們一樣。中文部

希望在聖誕節期間能讓弟兄姊妹向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表達愛和關懷。我們將舉行一個愛心行動, 稱為

《天使行動 Touched by an Angel》 

我們正需要以下兩種的天使來參與： 

1) 購買禮物的天使 - 按著感動認領一位或上以有需要的肢體，來幫忙買他/她的禮物 

2) 派禮物的天使 - 送上禮物和探訪。 

如有感動參與這次的天使行動, 請在 11/20 或之前, 與聯絡陳頌欣傳道 candacechan@fcb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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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點 
 

1. 冬令時間：下主日將恢復標準時間，請

於本週六晚臨睡前將時鐘撥慢一小時。 

2. 免費流感疫苗注射：我們將在本週六早

上 9:00 至中午 12:00，在本會為社區居

民舉行免費流感疫苗注射(不是新冠狀

病毒疫苗)。歡迎有需要者當天前來參

加。 

3. 教會特別會員大會 (上主日)  

• 通過以下事項： 

o 成立粵語家庭事工牧者聘牧委員會 

o 成立英語副主任牧師聘牧委員會 

o 呼召劉以琳傳道為聖樂傳道 

4. 傳福音良機：Lysol 贈送給未信的親戚

朋友：一位熱心的姊妹捐贈了一批 

Lysol 消毒紙給教會， 用作贈予未信的

朋友。我們鼓勵弟兄姊妹送給未信的親

戚朋友，連同福音單張，以作傳福音的

工具。可以每星期六早上 10:00 - 下午

1:00 到教會聖道樓拿取。 

5. 會友藉見證轉會：出席會員大會
出席會員大會出席會員大會

出席會員大會 

(11/8，主日)，會眾確認通過 

6. 羅省一浸初中事工團契 (下主日開始，

每主日下午 1:30 – 3:00透過 Zoom視像

舉行) 連結：fcbc.la/middleschool。

若初中生的家長想收到我們的通訊，請

電郵 youth@fcbc.org。 

 

報告事項  

全教會  

1. 十月份是感謝牧師月。請把握機會憑愛心、鼓勵及代禱，向會牧團表達您對

他們的支持。您可考慮以謝卡，電郵，送他們一份禮物，或送一份餐向他們

聊表謝意。然而，最好的方式就是不住地為他們禱告。 

2. 聖餐禮: 

＊ 國語聖餐禮 (今天上午 9:00)。透過 Zoom 視像舉行。連結與國語主日學相

同。 

＊ 粵 語 聖 餐 禮  ( 下 主 日 上 午 10:30) 。 Zoom 視 像 連 結 將 登 在

fcbc.la/c/Sunday 或致電 1-800-786-0321，然後按 1 參加崇拜及聖餐禮。 

＊ 聖餐材料
聖餐材料聖餐材料

聖餐材料：

：：

： 

• 會衆自備聖餐餅與杯 (例如葡萄汁或其他飲品、麵包或餅乾等)。 

• 無法自備者，可到任何一個口罩分發站領取。 

• 長者若無法到分發站領取，教牧同工將發送聖餐餅與杯到他們家中。 

• 詳情或需要協助，請與您的事工牧師聯絡。 

3. 業務理事會會議 (下主日下午 1:00-4:00 透過 Zoom 視像舉行)。歡迎會員參

加。詳情，請電郵 businessboard@fcbc.org。 

4. 施浸聖禮：若您想受浸，請與您的事工牧師/傳道聯絡。浸禮日期，容後公佈。 

5. 愛心奉獻 • 為慶祝美籍亞裔植堂已於獨立，我們從 9/1-11/30 設立愛心奉獻

來祝福他們。教會將按收到的奉獻以等值贈與他們(上限至$50,000)。若超過

$50,000，餘款會直接送給美籍亞裔教會。您可以透過 fcbc.la/give在網上奉

獻，然後選擇「Restoration Love Offering 」，或寄支票到教會 FCBCLA 

(942 Yale St., Los Angeles, CA 90012) ，並在備註上寫上「Restoration 

Love Offering 」。請順從主的帶領參與此愛心奉獻。目前共收到約 

$24,916。 

6. 新冠狀病毒疫情中捐款行動已於週年會員大會投票通過。全部五間機構 (請看

下列) 均對我們的慷慨深表謝意。若您有感動想捐款給他們，請向林國光會佐

查詢 jerome.lam@team.fcbc.org。 

• 南加基督教角聲佈道團 

• 聯合救援會 Hope Gardens Family Center (援助無家可歸的婦女和兒童) 

• Lincoln Heights 補習班  

• 世界宣明會援助羅興人 (孟加拉難民緊急援助)  

• Amor (墨西哥興建房屋事工) 

7. 清除冰箱/冰櫃內的食物。教會清潔同工將於本月底清理在冰箱/冰櫃內的過

期食物。若您的部門有任何食物仍放在冰箱/冰櫃內，請與物業經理方國治聯

絡 jfong@fcbc.org 

 

重要的網站 
 英語

英語英語

英語 

  

 粵語

粵語粵語

粵語 

  

 國語

國語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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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靈修

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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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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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電話

靈修 

(800) 786-0321 請按五 (800) 786-0321 請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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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何婉宜傳道 Min. Yuen-Yee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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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 耿念豫傳道  Min. Daniel Keng 

青成年 周啟傑牧師  Rev. John Chow 

大學 盧景倫傳道  Min. Darren Lo 

英語事工 翁嘉怡傳道  Min. Casey Young 

青少年 耿念豫傳道  Min. Daniel Keng 

青成年 周啟傑牧師  Rev. John Chow 

大學 盧景倫傳道  Min. Darren Lo 

英語事工 翁嘉怡傳道  Min. Casey Yo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