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弟兄姊妹和來賓來參加我們的聚

會。 

今天的捐款是用在本堂的傳道和費用 

1.如果我只奉獻什一而沒有捐給堂

費，是否有幫助本堂的費用？ 

不是。因為只有本教堂的聯合堂費捐

的收入是用來支付本堂的維護和傳道

之用，其他一切的捐款都是送往區

會，幫助其他的用途。 

2.那麼全球傳道事工捐會送到哪裏？ 

全球傳道事工捐會送交世界其他各地

地區，協助他們的傳道工作。 

3.本教堂的聯合堂費捐用在哪些方

面？ 

羅馬琳達華人教會所收到的聯合堂費

捐是用來支付本堂的一切費用，包括

在本社區傳道，對羅馬琳達中小學的

資助，本堂的水、電、煤氣，垃圾處

理，維修，學課，節目單，傳道印刷

品，花草庭院維護等等的費用。 

 今天 

• 禱告良晨﹕每逢安息天 9:00 至 9:20

在本堂有祈禱會，歡迎參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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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聚會後，歡迎大家

留步到交誼廳享用午餐。 

• 詩歌練習﹕下午 1 點 30 分，教堂詩

歌班練習。 

其他報告﹕ 

• 原訂在明日上午 9點在本堂舉行的教

會領袖退修會暫時取消。 

• 春節聯歡餐會前清潔： 2 月 18 日

(明日)，上午 8:30 至中午 12 時為交

誼廳進行打掃。希望各位弟兄姊妹攜

帶工具踴躍參加。男女老幼一律歡

迎。中午有簡單午餐招待。 

• 2 月 21 日(星期三) 晚 7 點﹕健康禱

告晚會在楊健生牧師府上聚會。特請

劉漢新博士主講，他的講題是“耶穌

醫治癱子”。請注意﹕禱告晚會現在

改為晚 7 點開始。 

• 下安息日（24 日）的中英文安息日

學合班研究學課。 

• 春節聯歡餐會：本堂定於 2 月 24 日

(星期六)，晚上 6 點 30 分，在交誼

廳舉行春節聯歡餐會。收費每人是

$10，帶有一個或以上兒童的家庭每

家收費$30。經常在本堂聚會的在籍

學生一律免費参加。歡迎樂意慷慨贊

助。由於消防安全規定的限制，全廰

僅限容納 250 坐席，故以先到先得為

準，欲免向隅，請及早聯絡以下負責

人：張恩綬，李健偉，鍾烈方，艾克

曼教士或王利。 

• 本堂一月份經濟報告﹕ 

➢ 收入 

什一捐:$16,388.78 

堂費捐:$5,264.28 

➢ 支出 

堂費:$9,858.20 

（不敷之數﹕$4,593.92） 

 每月預算﹕$9,500.00 

• 曾在北美創立數間華人教會的梁惠舟

牧師在 2月 4 日因病去世。追思會訂

於今日（2月 17 日）下午 3時在洛

杉磯華人教會舉行。 

 
今天 

值日接待員﹕徐明瓊，徐瑰瓊 

膳後清潔組﹕英文部安息日學學員 

下安息日 
證道：Elizer Sacay 

翻譯：張仲明 
司琴﹕高樹景師母 

敬拜小組﹕潘淑卿，應姍姍 
開會禱告：李健偉師母 
特別詩﹕Jasmine Luh  

           值日接待員﹕邱世賢夫婦 

膳後清潔組﹕安息日學英文部學員 

日落時間 

今晚：晚上 5點 36 分 

下週五：晚上 5點 42分 



 

 
P.O. Box 1789 • 25665 Van Leuven Street, Loma Linda, CA 92354 2018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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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仲明教士 

手機:(240) 353-3772                      
 

Akirachang1@gmail.com 
 
 
 

 
 
 
 

 

副堂主任: 艾克曼教士 

手機: (951) 212-9957 

kazarleua@gmail.com 
 

 

 
 

首席長老: 涂思惟牧師 

手機: (909) 488-2532 

seeweitoh@hotmail.com 
 

 

 

副首席長老: 張恩綬 

手機: (626) 627-6130 

michaelchang1@hotmail.com 

 

 安 息 日 學  
上午 9 點 20 分 – 10 點 40 分 

詩歌崇拜 鍾烈方,李愛玉,蔡美歆 

禱告及歡迎 鍾烈方   

短講   研究聖經的秘訣 楊劭康 

翻譯  許克貞 
安息日學學課網頁 

https://www.chumadventist.org/cmsimg/comm/2018Q1BSGtc01-05.pdf 
https://www.chumadventist.org/cmsimg/comm/2018Q1BSGsc.pdf  

 崇 拜 聚 會  
上午 10 點 50 分 – 12 點 30 分 

報告事項  張仲明教士 ？ 

前奏 梁定芥 

音樂 徹夜 Emily Linlo, harp   

崇拜呼召 # 495 靜穆美地 會眾 

詩歌崇拜 本堂青年 

讚美詩歌  會眾 

                         # 283 我主是我光 

開會禱告  蘇雪虹 

感應詩歌 # 498 請聼我祈求 會眾 

什一及奉献  會眾 

本堂事工捐 

奉献詩歌  Emily Linlo, harp 

 主禱文 

特别詩歌  本堂詩歌班 

 歌唱歡騰 

證道  張仲明教士 

預備新年（第二講） 

感應詩歌 # 289 信而從主 會眾 

祝福  張仲明教士 

散會頌    # 504 散會頌 會眾 

殿樂 Emily Linlo, harp 

 韓德爾- 降 B 大調豎琴協奏曲(第一樂章）by Handel 

翻譯  洪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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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