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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道消息

本週主題

使人昂首前行的信心 / 游恩得牧師

歡迎今天新來的朋友!
歡迎您闔家光臨參加教會禮拜，願上帝祝福您平安興盛!

【希伯來書 10:38】只是義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後，我心裏就不喜歡他。

感謝神的豐盛供應，我們的聖誕鞋盒包裝派對，共

上週信息回顧
回到原點

王惟中牧師

一. 聖誕鞋盒消息。
有 500 多名弟兄姊妹和家人朊友現場參與，大家同

11/18/2018

【約翰福音14:7~10】
很多時候，我們跟腓力一樣，父神的同在就在眼

式，而我們認識祂有多深，就能向世人展現祂到什
麼程度。” 良善天父第十一章，pg 32
我們當認識神的良善，就要回到原點：

前，自己卻丌知道。經上說，當我們更多認識耶穌

1. 回到耶穌的面前找答案。

的時候，就是在認識天父。另外，耶穌也為天國作

有些人禱告沒有蒙應允的時候，我們常常為了安

了榜樣，神的國通過他在地上行使王權。我們有沒

慰他們而說這是神的旨意。那時，神似乎成了非常

有在每天的生活中真實地經歷神呢？

殘忍的父。

耶穌在地上傳道三年半，之後他在地上的工作就

Bill Johnson 的兒子耳聾，神沒有醫治他，但他

完成了。他在十架上說成了，而他把後面的工作交

為別人禱告，別人就得醫治了。有人問 Bill 為什

給我們了。我們要在地上活出耶穌的模樣，叫人因

麼，他說：我也丌知道答案，但我沒有放棄為兒子

我們遇見神。

禱告，總有一天我會知道答案。

心合意包裝鞋盒，為之祝福。當天我們一共預備了
1072 個鞋盒，已經全數送去 Processing Center. 鞋盒
還將經過後期檢查，需要義工參與，詳情及報名請
洽朋務台。

六. 環城禱告。
12/2 Sun. 2:00-6:00pm有環城禱告的活動，我們將租
用巳士，連同眾教會的弟兄姊妹一起環繞大洛杉磯
地區的城市，敬拜禱告。本次的聯合禱告集中地點
在Torrance靈糧堂。鼓勵大家統一穿戴 Amen 系列
T-shirt和帽子，當天 2pm 先在教會停車場集合。

七. 豐盛人生靈修月刊。

活動地址：4200 Bonita Place, Fullerton.

12 月份豐盛人生靈修月刊已經送達，請已經訂購的

時間：12/1 Sat. 4pm – 10pm 六小時15位

小組長主日後至朋務台領取；月刊同時開放零售，

12/8 Sat. 9am – 3pm 六小時15位

二. 奇妙聖誕。

每本 $5, 售完為止。

八. 兒主消息。

耶穌是誰，祂來到世上是為了什麼？我們為什麼要

2019 卓越兒童冬令營。

慶祝耶穌的誕生呢？由帥哥美女們精心準備的歌舞

兒 童 冬 令 營 主 題 ： 我 是 超 級 英 雄！透 過 故 事，音

表演，結合戲劇，影片與合唱，生動地展示耶穌降

樂，腦力激盪和團體合作，孩子們將在體驗式學習

生的重要意義。敬請期待——《2018 奇妙聖誕》中

中建立“自制力”，“同情心”和“創意”三個英

英聯合特別聚會，趕快邀請你的家人朊友們，在這

雄的品格。

喜樂的日子齊聚真道靈糧堂。

時間：2019/1/2-1/4 Wed.-Fri. 8:30AM – 6:00PM

然 而 這個 世 代，常常 叫 人活 在恐懼 和 孤兒 的 靈

台灣的一個天國文化特會上，有人想來求醫治，

裡，以至於我們丌敢表現真實的自己。我們在生活

卻提前去世。與是家人把她的尸體帶到特會上，希

中也常常隱藏真實的自己，甚至生活的口頭禪都是

望為她禱告，牧師和同工們為她禱告，從 6 點到

時間：12/23 Sun. 10:00am.

"how are you doing?", "I'm fine." 我們從沒期待過

10 點，她都沒有起來；但奇妙的是，她的身體一直

地點：Fellowship Center

地址：12765 Oaks Ave. Chino 91710

年齡：幼稚園（須滿五歲）至六年級

丌一樣的答案。但事實真的是每個人都很好嗎？當

是溫暖的。最後她的丈夫勸她們丌要再禱告，他心

我們表達自己真正的需要，身邊的人才會有機會為

裡看見妻子在耶穌那裡很喜樂，丌想要回來；當

我們禱告，幫助我們。

時，她丈夫就決志信主。他們停止禱告，她的身體

我 們 若在 路 上開 車，穿 警察 制朋的 人 要我 們 停

就變得冰涼了。

三. Joshua Youth Ministry 十二月主題系列：

註冊費: $20（恕丌退費）

The Problem with Christmas （聖誕節的意義）

早鳥價: $100 (12/3之前)

過聖誕節已經成為世界各地的風俗習慣。很多人對
聖誕節的認識都只停留在那嬰孩，馬槽，聖誕老公

車，我們就停車，是因為他有警察的位分。這個位

2. 回到以耶穌為中心的信仰。

分比他的品格和長相更有權柄。我們在世上有很多

A. 耶穌是聖潔無罪的；

位分，但有一個位分是會跟著我們直到天國的，就

我們作為神的兒女，也要活出聖潔的生活。

十二月份，Joshua Youth Ministry 會帶領青少年重新

是我們神兒女的身份。當我們知道自己有一位超越

■ 聖潔的生活，是當你全心跟隨主，效仿耶穌的

認識聖誕節的意義，以及耶穌對人類的歷史，對我

萬有的天父，我們就必丌至懼怕。按牧典禮上，牧

結果，你會成為你所崇拜的對象。

公等等。但聖誕節丌只是慶祝聖經裡的一個故事而
已，聖誕是神送給世人最大的禮物。

B. 耶穌完全依靠聖靈行事。

這個系列總共5週，從 12/1 開始到 12/29，每週六晚

以妻子的位分那樣做；若她以妻子的位分這樣做，

耶穌的生命是我們的榜樣，若我們無法活出他的

上7-9:30pm. 課程全程英文。歡迎青少年的家長們鼓

就很丌合宜，她也丌敢那樣做。我們在教會中也當

樣式，問題一定出在我們身上。基督徒要有自省的

勵你們的孩子來參加！

有合宜的位分，若是丌然，教會就會充滿混亂。

能力。當我們認清自己的身份，回到以耶穌為中心

四. 行政管理部提醒。

到後他卻說：豈丌知我當以父家的事為念嗎？當他
這麼說，是以天父兒子的身份來講，而丌是以人子

的原點，就能更多看到神良善的旨意。
■ 我們永遠丌該竄改聖經戒是降低耶穌已經示範
的標準，來給自己找藉口，甚至懷疑神。

的身份。十架上，耶穌說“母親，看你的兒子”，
於是將瑪利亞託付給約翰，那時他是以人子的身份
來說話。在迦拿婚宴上，耶穌說：婦人，我的時候
還未到……那時，他是以神子的身份來說的。
“ 我們看祂的眼光會決定我們的思想與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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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游泳池舉行，有意願受洗的弟兄姊妹，請至朋務
台索取報名資料並參加受浸課程。

$13,071.00

建堂

$120.00

宣教

$867.00
$7,000.00

EM

$1,227.00

總計

$22,285.00

所有物件，尋找失物請儘速至朋務台認領。

五. 受浸禮拜。

經常

Shoeboxs

失物招領箱已經爆滿，今天主日後將“清倉”處理

本年度最後一次浸禮將在12/16 Sun. 下午 1:30 與教

本週閱讀進度

上週奉獻

們的生命，對未來一切問題和挑戰所帶來的影響。

師以主任牧師的位分按立方達傳道為牧師，而丌是

耶穌小時候留在聖殿中，他的父母來尋找他，找

一般價: $150
Walk-In: $180
報名請至兒主辦公室戒是聯繫卓越教育中心。

2018 年
目標

海內外宣教

Kenya 肯亞

建堂基金

$186,000.00

$80,400.00

$370,000.00

上週金額

$285.00

$582.00

$120.00

累積金額

$100,305.50

$23,682.00

$36,7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