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奉獻今日奉獻今日奉獻今日奉獻 ––––本本本本堂堂堂堂事工事工事工事工捐捐捐捐。。。。 
有一個年青人想搭便車去商場購物。他
說，“我剛領了薪水，想去買一雙新
鞋。我最大的嗜好就是買鞋。買了鞋，
我只穿一次，然後就擺在臥室裏，以後
再也不穿了。” 
大多數的人都會同意，他用辛辛苦苦賺
來的錢來供應這個嗜好是不明智的。信
徒怎樣去享受他們初熟的果子呢？ 
在猶太人的傳統中，每逢五月底到六月
初早春收割大麥的時候 要慶祝收割節。
他們要將初熟的麥子拿去給聖殿的祭
司。 
在聖經的智慧文學中常常將奉獻與報賞
連在一起談。初收的果子乃是地裏最好
的出產。我們將最好的獻上，就會得到
最好的報賞。所謂初熟的果子也可以應
用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我們的時間，才
幹，金錢。把最好的獻出並不只限於我
們收入的十分之一。事實上我們信徒所
經營的百分之百都是用來使上帝得榮
耀。 
雖然買鞋是一件小事，在原則上我們應
當先將我們初熟果子的十分之一交還給
祂，此外還應當按照祂賜給你的福氣奉
獻。 
今天所收的奉獻是用來支付本堂的費
用，包括向附近的鄰居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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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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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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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新的一周新的一周新的一周新的一周 
�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英語英語英語英語會話班會話班會話班會話班：：：：明天上午 9 點在
少年安息日學課室上課。歡迎介紹新
朋友前來參加！ 

� 太極健身班太極健身班太極健身班太極健身班：：：：7 月月月月 19 和和和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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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月月月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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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本堂主由本堂主由本堂主由本堂主辦辦辦辦的的的的 2016 年北美華人教會年北美華人教會年北美華人教會年北美華人教會
帳帳帳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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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帳帳帳帳篷大篷大篷大篷大會會會會節節節節目目目目將將將將從從從從 7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
晚上 7 點開始，聚會地點是在商學院
的 Troesh 會議中心。該會議中心將
於下午 5 點開放，大家可以早點來在
美麗的校園裏走走哦！(學校餐廳不
提供晚餐，敬請自理。) 

• 7 月月月月 23 日日日日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的節目將從上午 9
點開始，大約到晚上 8 點 30 分結
束，之後將舉行康樂活動。(學校餐
廳將開放，供大家臨時付費用餐。) 

• 7 月月月月 24 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的節目將從上午 9
點開始，到上午 11 點大會圓滿結
束。(學校餐廳將開放，供大家臨時
付費用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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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德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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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沒有聚會本堂沒有聚會本堂沒有聚會本堂沒有聚會 

我們特別鼓勵全體信徒都能踴躍 
出席這次由本堂所舉辦 

2016 年北美華人教會年北美華人教會年北美華人教會年北美華人教會帳帳帳帳篷大篷大篷大篷大會會會會。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4500 Riverwalk Parkway,  
Riverside, CA 92505。 

 

日落日落日落日落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今晚今晚今晚今晚：：：：8點 00 分；  

下週五下週五下週五下週五：：：：晚晚晚晚上上上上 7 點 57 分

 

 
P.O. Box 1789 • 25665 Van Leuven Street, Loma Linda, CA 92354 2016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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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恩霑夫婦 

歡迎與開會禱告  張恩霑 

“讚美頌揚” 

翻譯   張恩霑 
2016 年第三季安息日學學課網頁 

http://www.chumadventist.org/cmsimg/comm/2016Q3BSGtc.pdf 
http://www.chumadventist.org/cmsimg/comm/2016Q3BSGs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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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樹景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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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潘淑卿、應珊珊 

讚美詩歌 # 221 倚靠主臂膀倚靠主臂膀倚靠主臂膀倚靠主臂膀 會眾 

開會禱告  林黄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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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本本本堂堂堂堂事工事工事工事工捐捐捐捐 會眾 

奉献音樂  Elaine Bersaba 

報告事項  袁福基牧師 

特别音樂  Elaine Bersaba 

安靜安靜安靜安靜 
證道  利國鏗牧師 

靜心下來靜心下來靜心下來靜心下來 
感應詩歌  會眾 

# 225 平安如河水平安如河水平安如河水平安如河水 
祝福  利國鏗牧師 

散會頌 # 504 散會頌散會頌散會頌散會頌 會眾 

殿樂  高樹景師母 

翻譯  蔡建平 

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復復復復臨臨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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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