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奉獻今日奉獻今日奉獻今日奉獻 ––––棕櫚泉營棕櫚泉營棕櫚泉營棕櫚泉營事工捐捐捐捐。。。。 
本會棕櫚泉營地的格言是“引人歸主”。
最近的調查顯示，參與棕櫚泉營地活動的
成員之中有 81%是在本營地参與活動时決
心接受耶穌的。此外還有成百的職工在此
地引人歸主的時候，他們自己的靈程和作
領導的能力都有了長足的進步。 
今天所收的捐款是用來幫助有經濟需要的
青少年得以參與本營地的活動。 
謝謝你慷慨的捐贈，在這些青少年的生命
之中發揮深遠的作用。 
 

教會活動教會活動教會活動教會活動 
1. 今天今天今天今天 

• 禱告良辰禱告良辰禱告良辰禱告良辰：：：：每逢安息天上午 9 點在教堂
内舉行小組禱告，歡迎参加。 

• 聖經真理查經班聖經真理查經班聖經真理查經班聖經真理查經班﹕﹕﹕﹕歡迎新朋友在安息日
上午 10 點到牧師辦公室參加由張恩霑
長老帶領的聖經真理查經班。 

• 聖餐禮聖餐禮聖餐禮聖餐禮：：：：今天本堂舉行第二季聖餐禮及
謙卑禮，歡迎所有基督徒與我們同領聖
餐以紀念主耶穌的犧牲，表達我們對耶
穌基督，我們的主與救主的信心。 
�愛心奉獻愛心奉獻愛心奉獻愛心奉獻�今天聖餐禮結束前，我
們所收的愛心奉獻。您的慷慨捐獻將
用來購買福音單張小冊給本堂會友作
個人佈道宣傳福音用途。 

• 聯誼聚餐會聯誼聚餐會聯誼聚餐會聯誼聚餐會﹕﹕﹕﹕今天崇拜聚會後，歡迎所
有來賓，朋友和弟兄姐妹留步到交誼廳
享用午餐，彼此聯誼。 

•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 點點點點，，，，初级英語讀經班初级英語讀經班初级英語讀經班初级英語讀經班：：：：在兒童安
息日學課室舉行。歡迎參加。 

•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 點點點點 30 分分分分，，，，詩歌班在教堂内練詩歌班在教堂内練詩歌班在教堂内練詩歌班在教堂内練
習習習習。  

•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 點點點點 30 分分分分，，，，請長老到牧師辦公室請長老到牧師辦公室請長老到牧師辦公室請長老到牧師辦公室
開會開會開會開會。  

2. 新的一周新的一周新的一周新的一周 
� 6 月月月月 26 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 點至點至點至點至 10 點點點點 30

分分分分 --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中華文化夏令營中華文化夏令營中華文化夏令營中華文化夏令營：明天是最后
一次的活動。 

� 太極健身班太極健身班太極健身班太極健身班：：：：6 月月月月 28 和和和和 29 日日日日(周二、周
四)，晚上 7 點至 8 點 30 分在交誼廳練
習，由袁牧師帶領，歡迎參加。 

� 6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晚上禱告晚會晚上禱告晚會晚上禱告晚會晚上禱告晚會 
• 職青職青職青職青組於晚上組於晚上組於晚上組於晚上6點點點點45分分分分在陳育婷府上聚
會。 

• 英語組英語組英語組英語組於晚上於晚上於晚上於晚上7點點點點在安息日學少年班課
室聚會。 

• 華語組華語組華語組華語組於晚上於晚上於晚上於晚上7點點點點30分分分分在楊健生牧師府
上聚會。 

 

其它報告其它報告其它報告其它報告 
• 由本堂主持的由本堂主持的由本堂主持的由本堂主持的 2016 年北美華人教會帐年北美華人教會帐年北美華人教會帐年北美華人教會帐
篷大會篷大會篷大會篷大會定於 7 月 22 至 24 日(星期五晚
上至星期日早上)在本會河濱縣拉西瑞
亞大學舉行。 

• 教會職員選舉教會職員選舉教會職員選舉教會職員選舉﹕﹕﹕﹕本堂於下個安息日和今
天，讓大家參與選舉一個籌備委員會。
此委員會任務是負責遴選並向教會推薦
2017年教會職員提名委員會的人選，
以便開始選舉明年度教會職員的工作。
敬請為選舉工作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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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時逾越節的設立，原是作以色列人從
埃及為奴之地被拯救出來的記念。上帝曾
指示；當他們年年守這節時，兒女若問起
它的意義，他們就要將這段歷史重述一
遍。這樣，那奇妙的拯救就必留在眾人心
中，曆久如新。基督設立聖餐禮，乃是要
記念那因他的死而完成的大拯救。信徒要
遵守此禮，直到他帶著能力和榮耀第二次
降臨之日。這禮是一種記念，讓我們常把
他為我們做成的重大事蹟銘心不忘。”—
(歷代願望，第 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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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今天今天今天 
值日接待員值日接待員值日接待員值日接待員﹕﹕﹕﹕翁以三夫婦 

膳後清潔組膳後清潔組膳後清潔組膳後清潔組﹕﹕﹕﹕職青部安息日學學員 
 

下安息日下安息日下安息日下安息日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見見見見證證證證﹕陳坤 

敬拜小組敬拜小組敬拜小組敬拜小組﹕﹕﹕﹕洪陳孝南、顔文元元 
開會開會開會開會禱告禱告禱告禱告：：：：王黄少珍 
特别音樂特别音樂特别音樂特别音樂：：：：徐惠玲 
翻譯翻譯翻譯翻譯：：：：温陳颖君 
接待員接待員接待員接待員：劉許碧瑶 

膳後清潔組膳後清潔組膳後清潔組膳後清潔組﹕﹕﹕﹕華文部安息日學學員 
 

日落日落日落日落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今晚今晚今晚今晚與與與與下週五下週五下週五下週五：：：：晚晚晚晚上上上上 8 點 04 分

 

 
P.O. Box 1789 • 25665 Van Leuven Street, Loma Linda, CA 92354 2016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5 日日日日 

  
 
 
 

《《《《異像宣言異像宣言異像宣言異像宣言》》》》 
在基督的愛裡合一在基督的愛裡合一在基督的愛裡合一在基督的愛裡合一，，，， 

我們要向上我們要向上我們要向上我們要向上與上帝與上帝與上帝與上帝接觸接觸接觸接觸、、、、 
向外向外向外向外與社區與社區與社區與社區 

以及全世界以及全世界以及全世界以及全世界接觸接觸接觸接觸、、、、 
向周圍向周圍向周圍向周圍以及其他以及其他以及其他以及其他人接觸人接觸人接觸人接觸。。。。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909-478-3939 
 

教會網址教會網址教會網址教會網址 
http://llc.adventistfaith.org 

 

 
 

堂主任堂主任堂主任堂主任: 袁福基牧師袁福基牧師袁福基牧師袁福基牧師 
手機: 909-435-8735 
yuensda@gmail.com 

 
 

 
 

副堂主任副堂主任副堂主任副堂主任: 艾艾艾艾克曼克曼克曼克曼教士教士教士教士 
手機: (951) 212-9957 
kazarleua@gmail.com 

 
 

 
首席長老首席長老首席長老首席長老: 楊劭康楊劭康楊劭康楊劭康 
手機: (909) 253-8917 
samsyoung@hotmail.com 
 
副首席副首席副首席副首席長老長老長老長老: 王利王利王利王利 
手機: (909) 831-0768 
lawrencewongdds@gmail.com 

 
 
 
 

�������� 安安安安 息息息息 日日日日 學學學學 �������� 
上午 9 點 20 分 – 10 點 40 分 

詩歌崇拜 鄧天爵夫婦 
歡迎與開會禱告  鄧天爵 
短講   Meagen Miller 
翻譯   鄧林雅美 

2016 年第一季安息日學學課網頁 
http://www.chumadventist.org/cmsimg/comm/2016Q2BSGtc.pdf 
http://www.chumadventist.org/cmsimg/comm/2016Q2BSGsc.pdf 

 
�������� 崇崇崇崇 拜拜拜拜 聚聚聚聚 會會會會 �������� 
上午 10 點 50 分 – 12 點 30 分 

前奏 陳梁藉恩 
崇拜呼召 # 495 靜穆美地靜穆美地靜穆美地靜穆美地 會眾 
詩歌崇拜 洪陳孝南、顔文元元 
讚美詩歌 # 280 天父顧念你天父顧念你天父顧念你天父顧念你 會眾 
開會禱告  葉雷光 
感應詩歌 # 498 請聼我祈求請聼我祈求請聼我祈求請聼我祈求 會眾 
什一及奉献 棕櫚泉營棕櫚泉營棕櫚泉營棕櫚泉營事工事工事工事工捐捐捐捐 會眾 
奉献音樂  Victor A. Coo 

卡瓦蒂那卡瓦蒂那卡瓦蒂那卡瓦蒂那 
報告事項   袁福基牧師 
特別音樂  教會詩歌班 

同享愛筵同享愛筵同享愛筵同享愛筵 
證道  袁福基牧師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亦亦亦亦僕僕僕僕亦亦亦亦主主主主 
謙卑禮  會眾 
聖餐禮  會眾 

�愛心奉獻� 
感應詩歌 # 497 讚美上帝讚美上帝讚美上帝讚美上帝 會眾 
祝福  袁福基牧師 
散會頌 # 504 散會頌散會頌散會頌散會頌 會眾 
殿樂  陳梁藉恩 
翻譯  涂思惟牧師 

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復臨復臨復臨復臨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會會會會羅馬琳達華人教會羅馬琳達華人教會羅馬琳達華人教會羅馬琳達華人教會    
Loma Linda Chinese 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