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語堂崇拜講道大綱

2017.04.01/02

主題：超越一切的耶穌(五)：信心是甚麼？
經文：希伯來書 11:1-6, 15-16; 12:1-2a
講員：溫元京牧師
I. 確切的信心：信心的對象與非偶發性的佐證
II. 信心是甚麼？
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
據。」(希伯來書11:1-2)
2. 信心是在有充份的證據成為立足點下，如殉道者般以生命及堅定的心，去接受還
未有完全證明的事實：[希伯來書11:2, 4-5, 39]
3. 全「因為信」，驅使了這些先賢有超越理性的行為。

III. 信心多面體
1. 信心的基礎在於我們的對象是神，祂是值得我們敬拜與奉獻的主：亞伯的見證。
「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就是神指
他禮物作的見證。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希伯
來書11:4, 6)
2. 信心的成長在於與神同行：以諾的見證。
「以諾因著信，被接去，不至於見死，人也找不著他，因為神已經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
接去以先，已經得了神喜悅他的明證。」(希伯來書11:5) [創世記5:22-24][羅馬書10:17]
3. 信心必定帶來順服的行動。信心必須是透過行動的實踐、操練而成長：
a. 挪亞建方舟 [希伯來書 11:7]
b. 亞伯拉罕離開吾珥 [希伯來書 11:8]；獻以撒 [希伯來書 11:17)
c. 摩西 [希伯來書 11:27]；以色列人過紅海，圍繞耶利哥城 [希伯來書 11:29-30]，
還有其他…
d. 雅各的提醒 [雅各書 2:17-18]
4. 信心是需要忍耐與等候。忍耐與等候是對信心的考驗。
a. 亞伯拉罕得子嗣，得應許之地。
b. 神是可信可靠的，祂的應許永不落空。[哥林多後書1:20]
c. 信心遙望那永恆的，就輕看短暫的。[希伯來書11:10,13]
我們當注目，思念天上的事。[歌羅西書3:1-2]
5. 信心的成全必然是有所擺上，有所捨棄的 [希伯來書11:17]。有時神把我們以為可
倚靠的拿走，叫我們單單信靠祂。

IV. 還有許許多多的見證人 (希伯來書 11:32-38)
1. 士師如基甸、參孫等(11:32)。但以理與他的三個朋友亦是信心的見證人(11:33,34)。
2. 忠信的殉道者：[希伯來書 11:36-37, 38b-40]

V.

我們的反醒與挑戰
a.
b.
c.
d.

今天你與神的關係如何？是否尊祂為主，與祂同行？
以信心面對生命的挑戰危機與難關。
憑信踏出去，離開安舒區，去得 神要你去得的美地。
讓我們承傳先賢的信心，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與眾聖徒一起同奔天
路，得到那為我們存留的基業。[希伯來書 12:1-2a]

本週活動

週六 城北華基第143屆浸禮
$ 4月8日｜! 2pm｜" 副禮堂
歡迎兄姊觀禮，同頌主恩。今期
共有 41 位兄姊受浸，芳名請參閱
受浸見證冊，可在外廊索取。受
浸兄姊請於 12:30pm 在 2 樓資
源中心外廊集合。

主日 祝福我們「Au-some」的孩子
(世界提高自閉症意識日)
! 崇拜前後｜"外廊事工桌
讓兄姊對自閉症或其他特別需要的
事工有更多認識，如何在神的國度
裏，能連結和奉獻生命(Connect and
Contribute)，祝福他人。

癌症互助小組
$ 4 月 8 日｜! 2:30pm｜"小禮堂
# 李珮婷醫生
分享「肝癌與肝硬化」；粵語講
座，國語傳譯，適合癌病患者及
親友參加。& c.caring@rhccc.ca

粵語 101 班
! 2:30-5:30pm｜" D43
歡迎已受浸的基督徒，在城北華
基參加聚會 6 個月或以上，並願
意以城北華基為屬靈的家。

週三 預苦節期(Lent)禁食祈禱會
! 8pm｜"副禮堂
鼓勵兄姊藉祈禱禁食的操練仰望
神，並參與群體的禱告敬拜生活

週五 約瑟團契之夫婦間「傳情達
意」講座
! 7:30-9:30pm｜"9711 小學禮堂
# Shirley Fong (泉源輔導員)
歡迎兄姊及朋友參加

敬拜事工

5pm

週六 「職場同路人」早餐會
$ 4 月 8 日｜! 9:30am-12pm｜
"202
主題：「來祝福你的職場：成為
可信的見證人」
研討職場見證的 5 大要點，請各
同路人預留時間出席，並準備分
享你在職場的禱告經歷。

% http://rhccc.ca/portfolio-item/partners-atwork/

下週講道：
講題：沒有別的真理 (福音週六)
先求祂的國 (主日)
講員：黃志文牧師 (週六)
霍志鵬先生(同心圓) (主日)

8pm

4 月 14 日(五)
英語
“Long Live The
King”
國、粵語
「聖約」
兒童 “Jesus
Satisfies!”
2-5 歲
1-6 年級
粵語「聖約」

正禮堂

地庫 C 區
體育館
正禮堂

同心圓Love音樂佈道會
$ 4 月 9 日｜! 7:30pm｜"正禮堂
# 霍志鵬先生 (粵語)
崇拜後可在外廊索取門票。鼓勵兄姊邀
請未信親友參加。

平均每週需要*

107,044.81

35,157.30

上週實收

114,863.16

20,169.70 15,630.00

$ 4 月 29 日｜! 8:30am-12:30pm
"副禮堂
主題：「Mental Illness / Mental Health」
有 9 個不同分題講座以英、粵語舉行，
並有青少年藝術/音樂工作室，免費入
座，歡迎兄姊邀請親友參加。
' www.rhccc.ca

*基於預算$5,673,375(經常), $1,863,337(建堂)
經常包括感恩奉獻；慈惠奉獻：$14,382.79
奉獻中$15,500 是記念岑奇峯弟兄；$3,864 是記念
吳炎華姊妹

教會現誠聘以下職位：
1. 百 里 巿 教 會 傳 道
2. 影 音 支 援 同 工 ( 部 份 時 間 )
截止日期：4 月 25 日
詳情請參閱www.rhccc.ca，有意者請將
履歷電郵致Phebe.Chan@rhccc.ca

申 請 城 北 101 七 喜 會 員
兄姊如有意見，請與教牧同工聯絡。粵
語部：莊焯盈。

兒童及青少年事工
三月份全教會共有 10 位朋友決志信
主，求神保守栽培和跟進工作。

宣教

年初至今實收

* 2 歲以下，不設托兒服務

佈道事工

建堂

英語Wellness「心理健康」講座

聘請
正禮堂

經常

$ 4 月 9 日｜! 6-7pm｜"小禮堂
邀請兄姊可以隨時在這段時間內，為此
佈道會及未信親友，齊來禱告。

管家事工
受苦節崇拜

11am

上週週六、主日奉獻及人數摘要
同心圓Love音樂佈道會祈禱時間

青少年團契：4 月 7 日(五) 7:30-9:30pm
BASIC (7&8 班)：Small Group
" The Hub
AGAPE (9-12 班)：Grade/Small Group
Gr 9
"D44
Gr 10&11 "教會外(詳情與團契組長聯

絡)
Gr 12 (與英語部CLG聯合) "體育館/D55

年初至今需要* 1,391,582.55 457,044.92
1,209,122.52 253,856.31 222,222.78

崇拜人數
成人
粵語

2258

英語

732

國語

449

青少年

160

總數

3599

兒童

401
131

基教人數
成人

兒童

286

71

52

58

127
532

465

129

百里

59

32

26

奧城

123

49

34

旺市

82

26

52

上週New City Church Toronto出席人數及奉獻：
47成人, 9兒童, 奉獻$2371

聯會消息
短宣資助申請
今年參與短宣體驗的兄姊欲向聯會差傳
部申請資助者，請於 5 月 2 日前遞交申
請表至聯會同工Isabella Wong。新表格可
於網頁下載(www.acem.ca)。如有查詢，
請致電聯會辦事處 905-479-2236。(申請
資助者資格：華基教會會員或在過往兩
年內經常參加華基教會主日崇拜並已接
受洗禮者。8 歲以下兒童恕不接受申
請。) 請勿再使用舊表格。
華基各堂差傳奉獻收入
$508,899.04
年初至 3 月底需要
$384,766.76
年初至 3 月底實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