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熱誠歡迎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越南堤岸

華人教會堂主任鄭湄湄教士蒞臨本堂

分享靈糧。 
 

今日奉獻 – 區會建堂/建校捐 

東南加州區會將用來撥款幫助區會內

建堂與建校用途。同時我們也可以把

收入的什一歸還給上帝，以承認上帝

的主權。 
 

教會活動 

1.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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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0 點 50 分，聖餐禮：今天本

堂舉行今年第一次的聖餐禮及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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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耶穌我們的主與救主的信心。 

愛心奉獻聖餐禮结束前收的愛

心奉獻，是用来支持寮國(又稱老撾) 

本會醫藥佈道事工。寮國是東南亞

國家的唯一內陸國，其國土分別與

泰國、越南、柬埔寨、中國、緬甸

接壤；人口約 700 萬人，全國劃分

17 個省、1 個直轄市。本會只有

1000 多個信徒，四個正式組織的教

會以及分散在 14 個省份里的許多

家庭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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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1 點 30 分，詩歌班練習。  

2. 活動預告 

1. 星期日英語會話班：明天上午 9 點

在少年安息日學課室上課。 

2. 3 月 26 日(星期日) ： 上午 6 點至下

午 2 點，鄭文風弟兄將在他的寓所

前面舉行舊貨售賣會，為教會廚房開

支籌募經費。若您願意捐贈任何處於

使用或閑置狀態，但仍保持其基本或

全部使用價值的物品給舊貨售賣會

者，歡迎您與鄭文風師母聯繫：909-

800-3885 。 

3. 太極健身班：每逢周二和周四晚上 7

點在交誼廳舉行，歡迎參加。 

4.  聯合禱告聚會 -- 3 月 29 日(星期三) 

晚上 7 點 30 分：敬請大家踴躍邀請

弟兄姊妹一齊參加每個月最後一個周

三晚在本堂舉行的聯合禱告聚會。禱

告最能深刻地體現出我們對上帝的心

靠與依賴。所以我們堅持這樣一句

話：“當我們只顧工作的時候, 我們

獨自工作; 當我們禱告的時候, 神工

作。”  願大家都能來到耶和華的

殿，同心合意向祂祈求。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基本信仰 

第 16 條：“聖餐禮” 

“聖餐禮是領用耶穌的血與身體的象

徵，表達我們對祂，我們的主與救主

的信心。在聖餐禮的經驗中，基督臨

格與祂的子民相會，並加力量給他

們。我們領用時，喜樂地宣講主的

死，直到祂再來。領聖餐的準備包括

自省、悔改與認罪。主設立了洗腳

禮，代表重新潔淨，表示樂意帶著基

督的謙卑彼此服事，並讓我們的心在

愛中聯合，聖餐禮是對所有相信的基

督徒開放的。” 

 
今天 

值日接待員﹕翁耀光夫婦 

膳後清潔組﹕職青部安息日學學員 

下安息日 

證道：袁福基牧師；翻譯：洪淑燕 

司琴﹕陳梁藉恩  

敬拜小組﹕青年小組 

開會禱告：李德德 

特别音樂：張恩霑 

接待員：翁以三夫婦 

膳後清潔組﹕英文部安息日學學員 

日落時間 

今晚：7 點 04 分； 

週五：晚上 7 點 0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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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像宣言》 

在基督的愛裡合一， 

我們要向上與上帝接觸、 

向外與社區 

以及全世界接觸、 

向周圍以及其他人接觸。 
 

 

電話/傳真: 

909-478-3939 
 

教會網址 

http://llc.adventistfaith.org 
 

 
 

堂主任: 袁福基牧師 

手機: 909-435-8735 

yuensda@gmail.com 
 
 

 
 

副堂主任: 艾克曼教士 

手機: (951) 212-9957 

kazarleua@gmail.com 
 
 

 

首席長老: 王利 

手機: (909) 831-0768 

lawrencewongdds@gmail.com 
 

副首席長老: 李健偉 

手機: (951) 218-5162 

canaanlee@gmail.com 

 
 
 
 

 安 息 日 學  
上午 9 點 20 分 – 10 點 40 分 

詩歌崇拜 鍾烈方夫婦、陳少慧 

歡迎與開會禱告  鍾烈方 

專題短講 "以利亞的禱告" 龔揚馨 

翻譯   鍾烈方 
 

 崇 拜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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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 

詩歌崇拜 青年小組 

讚美詩歌  會眾 

# 262 親近十架 

開會禱告  高錫祥 

感應詩歌 # 498 請聼我祈求 會眾 

什一及奉献  會眾 

區會建堂/建校捐 

奉献音樂 耆福詩歌班 

如鹿渴慕溪水 

特別音樂 耆福詩歌班 

願那靈火復興我 

報告事項   袁福基牧師 

證道  鄭湄湄教士 

你們應當如此行 

謙卑禮  會眾 

聖餐禮  會眾 

愛心奉獻 

感應詩歌 會眾 

# 497 讚美上帝 

祝福  袁福基牧師 

散會頌 # 504 散會頌 會眾 

殿樂  高樹景師母 

翻譯  顏文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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