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2021 
 

重返教會最新消息  
 

 

由 10/16/2021 開始，羅省一浸將開放週五及週六，並延長週日的開放時間。設施使用權將

優先給團契聚會、生命小組/小組聚會、兒童和青少年活動、以及其他同類型活動。我們鼓

勵所有委員會會議繼續在網上舉行。其他週内的活動和會議需要核心教牧團的額外批准。若

您有問題或需要設施使用許可，請與負責您年齡組別的牧師/傳道聯絡。   

 

最新的開放時間如下： 

週五：上午 9:00至晚上 10:00 

週六：上午 9:00至晚上 9:00 

週日：上午 8:00至下午 5:00 

 

全年定期活動（例如團契小組、兒童/青少年活動等），請填寫 「2021–2022 教會年曆的事

工資料」表格。獲取表格之網址： fcbc.la/mastercalendar。 

 

若是一次性或短期的特別活動，請填寫「教會設施申請表」: fcbc.la/facilitiesrequest 並在

獲得牧師/傳道批准後，發電郵至 activities@fcbc.org。 

 

「2021-2022 教會年曆的事工資料表格」和「使用教會設施申請表」的打印本，請在聖道樓

的公用工作室索取。請將填妥的表格遞交到「設施/活動表郵箱 (#71) 」。 

 

若小組計劃在 10/16 開始聚會，請務必將填妥之表格於 10/11 前提交。 

 

在教會聚會時，無需簽到；但必須戴上口罩並鼓勵大家保持社交距離。請注意個人衛生並關

心他人的安康。使用房間或地方後，請用房間內教會提供的清潔產品妥善清理和消毒所有設

備（桌子、椅子等）。最後，把所有的椅子和桌子疊起來，讓房間恢復有序。   

 

請遵守關閉時間表，讓清潔同工有足夠的時間清潔和關閉教會設施。 

 

謝謝您的合作！當你們聚集在一起時，願基督的愛圍繞著你們！ 

  

羅省一浸會牧團及重返教會應變小組 

 

 

(最初於 10/3/2021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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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點 

 

1. 教會會員大會 (11/14，主日下午

1:30 在崇拜中心)  • 這會議將以實

體及直播 (透過私人連結) 舉行。請

理解只有參加實體的會員才可以發

問及投票。觀看直播的不能這樣

做。有午餐及兒童照顧給已報名

者。無論是參加實體或觀看直播，

都必須於 11/8 (週一) 前到網址

fcbc.la/membersmtg 報名。多

謝理解。 

2. 包 裝聖 誕禮 物鞋 盒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 這是全教會支

持的活動。從 10/10 (今天) 開始在

崇拜中心庭院提供鞋盒和標籤給大

家。您可以自行包裝一個或兩個禮

物盒，亦可與您的小組、家人或朋

友一同包裝。本會收集的日期是

11/7 (週日)。本會亦是 OCC’s 全

國收集週 (11/15 ，週一 – 11/22，

週一) 的收集站。該週需要弟兄姊

妹的幫忙。如有任何問題，請電郵

鄭 馬 綺 蘭  (Elaine Cheng) 

elainebcheng@gmail.com 或到

崇拜中心庭院的攤位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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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病毒： 

上週確診病例：1 

自 7/2021重開，獲知有病例的總數：3 

已直接通知那些與感染者有密切接觸的人士。受影

響的教會設施已消毒。此消息提供給大家作參考，

並不需要採取任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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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業務理事會會議 (10/10，今天下午 1:00-4:00 透過 Zoom 視像舉行) • 

歡 迎 會 員 參 加 。 凡 有 意 參 加 的 弟 兄 姊 妹 ， 請 電 郵

businessboard@fcbc.org。  

3. 聖誕詩班排練 (10/10, 今天下午 3:30-5:00 開始，每主日在崇拜中心) • 

我們正招募各年齡能唱音準和英語的弟兄姊妹加入聖誕詩班。將於 

12/24 平安夜在崇拜中心獻唱聖誕歌劇(時間容後公佈)。若有興趣參

加，請與劉以琳傳道聯絡 elimlau@fcbc.org。 

4. 施浸聖禮 (11/28，主日在粵語暨國語崇拜及英語崇拜中舉行，地點是

崇拜中心) 

• 截止申請：10/17 (下主日) 。 

• 會籍班：11/7 (主日) 下午 2:00 透過 Zoom 視像舉行。 

• 出席會員大會：11/14 (主日)，會眾確認通過。 

5. 數碼事工禱告會 (10/17，下主日，每月第三個主日，下午 12:30-

1:00) • Zoom 的連結是 fcbc.la/digital。 

6. 兒童活動 Trunk-Or-Treat (10/29，週五晚7:00-9:00，雅道碧停車場) • 

這是一個讓全家能渡過輕鬆愉快的活動。我們鼓勵您和您的朋友前來聆

聽福音故事，玩遊戲，並在戶外有一個保持社交距離和戴上口罩的活

動。查詢詳情，請電郵 brianwang@fcb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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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網申請或與行政主任廖楊嘉玲 (Karen Lew) klew@fcbc.org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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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 

柯浩輝夫婦於 10/5 (週二) 喜獲麟兒柯傳權，重 7 磅 2 安士。 

 

重要的網站 

 英語 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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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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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請電郵businessboard@fcbc.org
mailto:請電郵businessboard@fcbc.org
mailto:聯絡klew@fcb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