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冬令會 Winter Conference
神的管家 Steward of God
日期:
Date:

01 / 01 / 2010 (週五下午) 至 01 / 03 /2010 (主日中午)
January 1, 2010 (Friday afternoon) to January 3, 2010 (Sunday Lunch)

地點:
Forest Home – Lakeview Camp
Location: 40000 Valley of the Falls Dr., Forest Falls, CA 92339
講員(中文組): 梁家聲，顧志成
Speaker(English Group): Fandy Ku, Michelle Liang
攜帶物品：聖經、詩歌、筆記本、盥洗用具(營地提供寢具與毛巾)、手電筒、禦寒大衣與
防水鞋(營地戶外活動處有積雪)、保溫杯(未封口的杯子請勿帶入聚會廳)
Items to Bring: Bible, hymnary, note book, toiletries (the campsite offers towels and beddings), a
flash light, coats, and water proof shoes/rain boots, thermal cup
聚會內容 Schedule
Time\Date

1/1(週五)

上午
Morning

下午
Afternoon

2:30pm-4:30pm
報到/戶外活動
Registration/
Outdoor Activities
5:00pm-6:00pm
預備聚會

晚間
Evening

1/2(週六)

1/3(主日)

7:30am -8:20am
晨更 Devotion

7:30am -8:20am
晨更 Devotion

8:30am -9:30am
早餐 Breakfast

8:30am -9:30am
早餐 Breakfast

9:45am -11:30am
第二堂信息

9:45am -10:30am
擘餅 Breaking of Bread

11:30am -12:00pm
尋找一千兩

10:30am -12:00pm
第四堂信息

12:30pm-1:30pm
午餐 Lunch

12:30pm-1:30pm
午餐 Lunch

1:30pm-3:30pm
戶外活動
Outdoor Activities

2:30pm
離營
Departure

4:00pm-5:30pm
分組座談

6:00pm-7:00pm
晚餐 Dinner

6:00pm-7:00pm
晚餐 Dinner

大會將會提供
兒童聚會

7:30pm -9:00pm
第一堂信息

7:30pm -9:30pm
第三堂信息

Children Program
Will be provided.

9:00pm -10:00pm
幻燈片 Slide Show

9:30pm-11:00pm
Camp Fire
by the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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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地指示圖 Direction and Map
地點:
Location

Forest Home – Lakeview Camp
40,000 Valley of the Falls Dr., Forest Falls, CA 92339
(909) 389-2300; .www.foresthome.org

Direction: Exit off I-10 at University Street in Redlands. Turn left onto University.
When you reach Lugonia (also Highway 38), turn right.
Go 14 miles to the Forest Falls turn off and turn right.
Forest Home is two miles further on Valley of the Falls Drive.

(Map1-Hwy 10, exit at University St.)

(Map2-Right turn at Lugonia)

(Map3-Keep on 38, Do not turn to Bryant St) (Map4-Turn to Valley of the Falls Drive)
注意事項 Note:
1. 請儘早到達營地.
2. 請勿放置食物在車上.
3. 請遵守大會作息時間.
1. Please come to the camp
as early as you can.
2. Please do not keep any
food in your car.
(Map5-Pass Forest Center, left turn to Torrey Pine
Rd. and go up to Lakeview Camp site)

3. Please follow the
meeting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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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冬令會各項服事人員：
總管：王興桐
營地連絡：梁殷宗宣
報名與報到：王李慕霖，陳碧秋
招待：沈保羅，任杰
音響與錄音：馮志龍，程崇耀
擘餅：王銘中，李普幼
司琴：沈方迪如
財務：錢弘，張清海
戶外活動：王瑞峰，Raymond
採購/事務：李普幼
幻燈片/攝影：李學華 (2009 年回顧)，仲亮
幼兒照顧：章陳碧霜
兒童聚會：張李祈慧, Ms. Barbara, Ms. Valerie
英文組：顧志成，梁殷宗宣

第一堂信息
第二堂信息
下午分組
第三堂信息
第四堂信息

領詩
招待
下午分組
領會

English Group
中文組
Time
神奧祕事的管家 (梁家聲)
Money
神百般恩賜的管家 (梁家聲)
Sunday School
時間
金錢
恩賜
Gifts
忠心良善有見識的管家 (梁家聲)
管家的職分 Stewardship (顧志成 Fandy Ku)

第一堂
羅家駒

2009 冬令會聚會服事人員
第二堂
下午分組
李普幼
王興桐

第三堂
錢弘

第四堂
English Team

(H123, H543)

(H221, H395)

(H105)

(H636, H367)

(Worship Hyms)

西區

東區

西區

東區

English Group

時間管家

金錢管家

恩賜管家

李普幼，王銘中，李慕霖

王興桐，錢弘，張清海

沈保羅，羅家駒，陳碧秋

注意事項：
1. 請勿放置食物在車上. Please do not keep any food in your car.
2. 請遵守大會作息時間. Please follow the meeting schedule.
3. 請每堂提早到聚會廳禱告預備. Please come to pray together before each meeting.
5. 戶外活動：以下為戶外吊纜與攀岩等活動安排時間：
1/1(週五)
2:30PM-4:30PM
1/2(週六)
1:30PM-3:30PM
6. 晨更依各聚會分組(壯年組、中青組、青年組、東區)
(第一天晨更：路加福音 1:45-55；第二天晨更：路加福音 1:67-75)
3

中文組信息綱要
第一堂信息：神奧祕事的管家
林前 4:1 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
一、基督的執事

神奧祕事的管家。

(一) 差役和僕人
(二) 船下搖槳的人
(三) 身分與托付

二、神奧祕的事
(一) 神的奧秘就是基督
(二) 基督的奧秘是教會
(三) 神在肉身顯現-敬虔的奧秘

三、管家的職分
(一) 神的奧秘成了神管家的職分
(二) 求啟示與經歷
(三) 分賜神的奧祕

第二堂信息：神百般恩賜的管家
彼前 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
一、恩典與恩賜

神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一) 恩典是白得的
(二) 恩賜是恩典的賜給
(三) 恩典的事奉與恩賜的事奉

二、百般的恩賜
(一) 神的恩賜
(二) 基督的恩賜
(三) 聖靈的恩賜

三、恩賜的管家
(一) 恩賜為著建造教會
(二) 發現個人的恩賜彼此服事
(三) 團隊恩賜的配搭成全

第三堂信息：忠心良善有見識的管家
路 12:42 誰是那忠心有見識的管家、主人派他管理家裏的人、按時分糧給他們呢。
一、管家的質素
(一) 對神——忠心
(二) 對人——良善
(三) 對事——見識

二、管家的職責
(一) 為主人所派
(二) 管理家裏的人
(三) 按時分糧

三、管家的呼召
(一)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二) 不為自己活乃為主活
(三) 得勝的呼召-與基督一同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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