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蘭朵拉分堂
主日崇拜
2020 年 11 月 15 日（主日）上午 9 時正

萬民哪，你們都要拍掌！要用誇勝的聲音向神呼喊！
因為耶和華至高者是可畏的；祂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詩 47 : 1-2～
今年主題:「每日靈修，遵行主道，歸屬小組，領人信主。」
代理主任牧師: 陳寶聲牧師
主 席 : 陳寶聲牧師 領 詩 : 祁少麟牧師、祁王海黎師母 風 琴 : 夏昌仁弟兄

序樂 —

會前禱告

「榮耀歸於至高神」
宣召

陳寶聲牧師

讚 美詩歌

「有一位神」
陳寶聲牧師

牧禱
信息詩歌
讀經

「昂首無懼」
王高佳德師母

信息

「即便如此的信心，即或不然的決心」 王傳義牧師

但以理書 3：10-25
「「即便如此的信心，即或不然的決心」
祁
回 應 詩歌
少麟牧師
「信靠耶穌真是甜美」
特別奉獻禱告
【愛心傳禮盒】
陳寶聲牧師

家事分享

陳寶聲牧師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鍾世豪牧師

阿們頌

會眾
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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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賜平安

【即便如此的信心，即或不然的決心】
但以理書 3：10-25
引言：但以理書是一本「信心的手册」，它所記的信心表現非常强大
有力。但以理書也是一本「忠心的手册」，對神的忠心、認定不妥協
的決心帶來了屬靈及屬世上的大勝利。如果在聖經裡要找一處經文充
分表達對神、對信仰的信心、忠心、決心及不妥協。那應該就是但 3：
17-18 節了，「即便如此」就是「就算是這樣」；即或不然，就是
「即使不是這樣」。就算是落入這樣的景况，我也對神充滿信心，即
使結局不是我所期待的這樣，我仍然決心堅定相信神。但以理書裡，
在信仰上抱持這樣態度的人，上帝沒有讓這些人失望，上帝拯救他
們。
1.即便如此的信心，是面對火焰般試驗 (v10-15)
· 信心的背後是真正的勇氣
· 信心的背後是真正的順服
2.即便如此的信心，是相信神必定拯救 (v16-17)
· 信心的背後是真正的相信
· 認識神的全能而有的相信
3.即或不然的決心，是無論如何不棄神 (v18)
· 決心的背後是真正的忠心
· 為主忠心就是凡事不妥協
4.即或不然的決心，是經歷神子的同在 (v19-25)
· 決心的背後是真正的認定
· 真正認定帶來真實的經歷
結論：人若有「即便如此」的信心，也會有「即或不然」的決心。無
論光景如何，信仰的價值，不是建立在環境中有沒有神的賞賜與保
護，而是即便完全沒有神的福份臨到，仍永遠堅定相信依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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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事 分 享
教會聚會活動重啟
• 因洛杉磯郡並全美國的確診率仍然持續居高不下，
教會的教牧同工以及教會重啟核心小組共同決議，
將教會重啟實體崇拜日期延至 2021 年。讓我們用信
心持守在基督耶穌裡的盼望，耐心等候重啟日子的
來臨，感謝大家的諒解。
相關詳情可上網 https://news.mbcla.org/查閱。
•

在此非常時期，弟兄姊妹若有任何需要或代禱事
項，可隨 時致電或留言 626-692-5751，或電郵
info@mbcla.org，教牧同工會儘快與你們聯絡，提供
援助。
聯合執事會延期至 11/16 (下週一)
請弟兄姊妹為此代禱，謝謝

同心參與支持教會聖工
感恩大家愛主忠心奉獻，記念神家需要。
A）郵寄奉獻：
教會地址：110 West Woodward Avenue, Alhambra, CA 91801
支票抬頭 MBCLA，請註明是經常奉獻、愛心奉獻或建堂奉獻，
請切勿郵寄現金。
B）網上奉獻 Online Giving：
首次奉獻，請進入教會網站 www.mbcla.org，
點擊『網上奉 獻』按鈕，再點擊 Create Profile
建立個人賬戶後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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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禱告會
週三晚上 7:00，週四晚上 8:00 舉行。
請撥打電話 617-793-8832，
直接進入禱告會。
讓我們用禱告將肢體的需要交給神。

喜訊
愛團輔導
莊永立、莊林怡如夫婦
（Joseph & Lana Chuang)
於 11 月 10 日喜獲一子，
取名 Daniel ，母子均安．
特此致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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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學 及 團 契
➢2020 年 9-11 月主日學線上課程
請到下面網站鏈結查看 9-11 月份線上主日學之安排：
http://mbclass.org/sundayschool/current/schedule.htm

➢主日幼兒/兒童事工
請參閲教會兒童事工網頁：www.mbcla.org/children。
如有任何問題，可以電郵 mbclakids@gmail.com 查詢。

➢11 / 20 週五團契線上聚會預告
青馨 查經：但以理書

職青

查經：林前 16 章

同心 查經：但以理書

大專

標竿人生系列

突破 QT 靈修生活分享

愛團

專題：專業領域探索
楊爍傳道 & Frances 阿姨

詳情請聯絡楊茜儀傳道 626-215-1665 /
annieyang@mbcla.org

➢

英語學生團契及主日學事工
即將進入初、高中及大學的契友，請聯絡 Robert 傳道
robert.chan@mbcla.org， 獲得最新團契聚會及主日學資訊。
週五 7:30pm: BASIC - 初中生團契
週五 8pm: Total Devotion (TD) - 高中生團契
週六 10:30am: Living Stone 大學生團契
主日學時間：主日早上 1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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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拉第 聖誕獻金
慕拉第聖誕奉獻金是每年一次的奉獻，由全世界
的信徒參與，用來支持環球的宣教事工。在 1918
年，美南浸聯會女傳道會正式給這奉獻命名為慕
拉第，以紀念她往中國傳教，並敦促教會開始慷
慨犧牲地奉獻支持海外傳教士。
這奉獻金與其他宣教奉獻是不同的，因為 100%的
奉獻都用來支持環球的傳教士。因此，在美南浸聯會 175 年前開始向
全世界傳福音至今，這奉獻金都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讓我們
能完成啟示錄 7:9 這個異象 — 使許多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
人，能認識主耶穌基督和敬拜祂。

2020 年全美奉獻目標：$175,000,000
本教會目標：$300,000
今年由於疫情緣故，自 11 月開始至 12 月底都接受慕拉第聖誕宣道奉
獻，以支持宣教事工。教會將照往年慣例，將奉獻款項轉交美南浸信
會加州浸聯會，75% 海外宣道用，15%北美宣道用，10%作加州宣教基
金使用。

奉獻方式：
1. 郵寄支票：
支票抬頭 – MBCLA，需備註 Lottie Moon 或「慕拉第奉獻」
郵寄地址：MBCLA, 110 W. Woodward Ave., Alhambra, CA 91801
2. 網上奉獻：按一般網上奉獻程序，點選 Lottie Moon 特別奉獻

您可以在此處下載 2020 年慕拉第聖誕奉獻金的中文資源。
https://www.imb.org/lmco-chinese-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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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giving and Merry Christmas
感恩節 & 聖誕節活動
【11-12 月特別線上聚會預告】
11 月 25 日（週三）晚上 7:00 感恩節崇拜
12 月 4 日（週五）晚上 7:30 宣教年會
12 月 6 日（主日）Lottie Moon 慕拉第聖誕宣道主日
12 月 24 日（週四）晚上 7:00 平安夜聖誕聚會

宣 教 年 會
時間：12 月 4 日 Friday 7:30 pm
大會主題：從近處到遠處建立教會
Church Planting from Here to There

講員: 汀．西伯哈根

博士

Dr. Dean Sieberhagen
德州西南浸信會神學院
宣教與伊斯蘭研究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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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參與愛心傳禮盒 事工

感謝神，今年【愛心傳禮盒】事工，教會透過愛心奉獻
捐贈 1500 個禮盒，共$30,000，感謝社區委員會的籌
劃，以及弟兄姐妹的奉獻，願神記念大家的愛心 。

訂閱 2021 年「活潑的生命」

預訂 2021 年「活潑的生命」全年美金$60 元。
支票抬頭請寫 TIM 並註名（繁、簡體或英文及數量），
支票請於十一月十五日 (今天) 前交給各小組組長/團契主席，
或寄至教會：
MBCLA-QT
110 W. Woodward Ave.
Alhambra, CA 9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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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潑的生命」靈修進度
11 月 16 日（週一）但 2:1-13
11 月 17 日（週二）但 2:14-23
11 月 18 日（週三）但 2:24-35
11 月 19 日（週四）但 2:36-49
11 月 20 日（週五）但 3:1-12
11 月 21 日（週六）但 3:13-23
11 月 22 日（週日）但 3:24-30

十一月份發放特別安排
請留意十一月份的「活潑的生命」每日靈修電子版將不再登錄在教會
網站「每日靈修」！ 十一月份的「活潑的生命」本週將透過各小組、
團契的負責人發送給凡有訂購書本的弟兄姊妹們。因疫情緣故，請勿
前往教會領取。若有未能發送的，請多包涵。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
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
是神家裏的人了。
以弗所書 2 章 1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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