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奉獻今日奉獻今日奉獻今日奉獻 ––––本堂事工本堂事工本堂事工本堂事工捐捐捐捐。。。。 
那天雖然天高氣爽，但是大衛王感到不
舒服。他一直在熱心準備為上帝建造聖
殿。他已經千辛萬苦的把約櫃運到大衛
城裏。然而上帝告訴大衛說，他一向征
戰，流了多人的血，不要他來建殿。他
兒子所羅門要擔負建殿的任務。 
大衛作好了一切的準備，把全體會眾召
集在一起，以身作則來慷慨捐輸。『且
因我心中愛慕我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
聖殿的材料之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
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 (代上 29:3) 
大衛又向領袖呼籲，他們也慷慨捐獻。
百姓也都熱心捐款。 
大衛祈禱說﹕『耶和華啊，尊大、能
力、榮耀、勝利和威嚴，都是你的；因
為天上地下的萬有都是你的... 因為萬物
都是從你而來，我們只是把從你手裡得
來的，奉獻給你。』 (代上 29:11–14) 
如果本教會的會眾都像大衛那樣作上帝
榮耀的熱心管家，會有怎樣美好的結
果？我們會怎樣處理個人的經濟？這種
極度的慷慨會怎樣改善教會的一切事
工？惟願你今天的捐款得到上帝的賜
福，使他得到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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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晚今晚今晚今晚 7 點點點點：：：：電影晚會將在交誼廳播映
適合家庭歡聚的迪士尼／皮克斯作品
《天外奇蹟》（英语：Up）。歡迎前

來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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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極太極太極太極養養養養身班身班身班身班：：：：本堂每逢周二和周四，
晚上 7點至 8點 30分在交誼廳練習。 

� 提名委員會定于提名委員會定于提名委員會定于提名委員會定于 9 月月月月 21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
晚上 6 點，在少年安息日學課室召開
第三三三三次會議。 

� 9 月月月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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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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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主題：“十誡”。 

� 9 月月月月 24 日日日日：：：：聖餐禮聖餐禮聖餐禮聖餐禮。下個安息日，本
堂舉行每季一次的聖餐禮及謙卑禮，
敬請大家預備身心，一同來紀念耶穌
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所作的犧牲。 

�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定于定于定于定于 9 月月月月 24 日日日日，，，，下個安息日下午安息日下午安息日下午安息日下午
1 點 30 分分分分，在交誼廳所舉行“教會策
略規劃會議”, 請教會職員以及歡迎有
興趣參與之會友出席提供寶貴意見。 

 

其它報告其它報告其它報告其它報告 
• 鸣謝鸣謝鸣謝鸣謝：：：：本堂衷心感謝所有蒞臨上周末舉
行的2016年中秋節聯歡晚會，大家在經
費上的贊助以及那些台前幕後辛勤工作、
默默付出的工作隊伍，特别是女执事長許
克貞和全体女执事、簡鳳儀司儀帶動了整
個會場的歡騰氣氛。在此更特别感謝統籌
整個晚會為慶典事宜勞心勞力的康樂組組
長王利長老，在大家的齊心協力下使中秋
節聯歡晚會取得圓滿成功。感謝主！ 

• 袁福基牧師今天在聖地亞哥聚會袁福基牧師今天在聖地亞哥聚會袁福基牧師今天在聖地亞哥聚會袁福基牧師今天在聖地亞哥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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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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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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部安息日學學員 
 

下安息日下安息日下安息日下安息日 
音樂音樂音樂音樂崇拜崇拜崇拜崇拜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陳梁藉恩 
敬拜小組敬拜小組敬拜小組敬拜小組﹕﹕﹕﹕職青小組 
開會禱告開會禱告開會禱告開會禱告：：：：楊陳麗偉 
接待員接待員接待員接待員：：：：翁耀光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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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落日落日落日落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今晚今晚今晚今晚 6 點 52 分；下週五下週五下週五下週五晚晚晚晚上上上上 6點 4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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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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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李健偉 
開會詩歌 # 501 主主主主在聖殿中在聖殿中在聖殿中在聖殿中 會眾 
禱告  李健偉 
短講  温陳颖君/颜文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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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蘭薘/李愛玉/蔡錦優/蔡錦華 
讚美詩歌  會眾 

# 2 聖哉真神聖哉真神聖哉真神聖哉真神 
開會禱告  林潘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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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 

本堂事工本堂事工本堂事工本堂事工捐捐捐捐 
奉献音樂  Lara Albano 

祢祢祢祢的信實廣大的信實廣大的信實廣大的信實廣大 
報告事項  李健偉 
特别音樂  教會詩歌班 

萬古磐石為我開萬古磐石為我開萬古磐石為我開萬古磐石為我開 
證道  簡鳳儀 

人生的黑暗時刻人生的黑暗時刻人生的黑暗時刻人生的黑暗時刻 
感應詩歌  會眾 

# 281 主必保守主必保守主必保守主必保守 
祝福  簡鳳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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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譯  洪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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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