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到底」李立韻姊妹

2022 年 11 月 20 日

堅持
良善忠心的僕人～忠心＝堅持
「他們堅持錯誤的生活。」（以賽亞書 26:10 信息版聖經）
「以色列人堅持耶羅波安所犯的一切罪，並沒有轉離。」
（列王紀下 17:22
新國際版聖經）

我們堅持的動力～ חֶ סֶ דheseḏ
祂的慈愛永遠長存～慈愛 hesed（忠誠和堅定不移）
耶利米書 7:13 & 25（擴大版聖經）
「… 我[堅持地]向你們說話，甚至一早起來說話，但你們不聽，...。」
「自從你們的列祖出埃及地的那一天，直到今天，我一直[堅持地]差遣我
所有的僕人和先知，每天早[和晚]差遣他們。」

堅持守著主的道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略有一點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
（啟示錄 3:8）
遵守＝持守、堅守、守住
「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啟示錄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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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奔跑主的路
「既然我們有這麼多見證人，像雲彩一樣圍繞著我們，就應該排除一切
的障礙和跟我們糾纏不休的罪，堅忍地奔跑我們前面的路程。我們要注
視耶穌，因為他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和完成者。他不在十字架前退縮；
相反地，為了那等待著他的喜樂，他不把死在十字架上的羞辱當作一回
事。現在他已經坐在上帝寶座的右邊。」
（希伯來書 12:1-2 現中修訂本）

行動
1) 當你疲累、想放棄時，你會怎樣做？
2) 你要堅持守主的哪些道？（列出一項或一些你想操練／學習的）
3) 要堅持跑在得勝者的路上，你需要排除哪些障礙和糾纏不休的罪？

2

報告事項
主日崇拜聚會安排
下主日崇拜將在會所舉行，亦會在網上同步直播。Facebook 直播
(http://hkcpc.org.hk/live)將於主日上午 10:20 開始，上午 10:25 同心
進入會前禱告，尊主為大。
求主讓疫情早日過去，讓教會能全面開放，成為萬民可禱告敬拜的
殿。

教會栽培課程介紹
《成長八課》(附加第 9 課)
對象：初信者
目標：清楚明白並實踐信仰
形式：個別栽培
時間：共 9 課，每次約 1 小時。
(實際開課時間及上課時間由栽培員與初信者自行約定)
報名：請於接待處索取報名表後，自行投入「報名表收集箱」內。

出隊佈道

教會祈禱會

日
期：11月20日(主日)
時
間：下午2:00-4:00
集合地點：禮堂後方
查
詢：石偉珍姊妹

主題：主耶穌啊，我願祢來！
日期：11 月 27 日
時間：下午 2:00
地點：副堂
讓我們一起同心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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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區單親貴族關愛日
大衞城文化中心由 12 月 11 日起，逢第二週主日下午 3 時至 6 時將
會借用教會場地，供九龍區單親家庭作聚會之用，希望將主耶穌基
督的愛與恩典帶進他們的生命當中。屆時會因應人數需要，可能借
出大部分場地，敬請弟兄姊妹留意並禱告記念。如有興趣觀摩，可
向黃麗卿姊妹 Shally 查詢及報名。

行在社區的福音
主辦：播道神學院
顧問：基督教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
目的：將福音及社區服侍結合，落實愛神愛人的使命，讓教會與信
徒一同經歷轉化和復興。
內容：落實社區服侍計劃
為更深了解此項計劃，播道神學院將舉行啟動禮，詳情如下：
日期：2022 年 12 月 13 日(週二)
時間：晚上 7:30 – 9:30
地點：播道神學院禮堂（美孚新邨蘭秀道 38-46 號～美孚站 B 出口）
對象：教會同工、執事、信徒領袖、團契小組
截止報名日期：11 月 27 日(主日) [請到接待處報名]
註：同工將與已報名的兄姊出席啟動禮，了解詳情及同心尋求實踐方案。

慈黃區聯合聖誕報佳音
日期：12 月 17 日(週六)
時間：下午 2:30-4:30
內容：2:30 開幕禮 (地點:國際城市教會)
3:00 報佳音 (地點:Mikiki 對面公園)
3:15 分隊唱詩、派禮物、傳福音
*可向李立韻姊妹 Deborah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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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聚會
受浸聚會已定於2023年1月29日(主日)下午舉行，請於1月1日或之前
到接待處報名。浸前課程將於以下日期進行，請務必預留時間出席：
第一課：1月8日(主日下午)
第二課：1月15日(主日下午)
第三課：浸前個別約見
請弟兄姊妹禱告記念是次受浸聚會。

奉獻方法
為方便弟兄姊妹為神家需要奉獻，奉獻方法如下：
◼

現金奉獻：可於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六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親
臨會所並放入奉獻箱 (教會會所開放時間或有調整，歡迎先致電
2712 0265 聯絡)。

◼

劃線支票奉獻：抬頭請寫 "基督教非拉鐵非教會(香港)有限公司"，
並於支票背書奉獻者姓名、聯絡電話及奉獻項目，寄回教會 (地
址：新蒲崗爵祿街 33 號 Port 33 八樓) ，或親臨會所放入奉獻箱；
銀行入帳：
銀行名稱：上海商業銀行
戶口名稱：基督教非拉鐵非教會(香港)有限公司
Christian Philadelphia Church (HK) Ltd
銀行編號：025
戶口號碼：337-14-23436-5

◼

完成存款後請將存款單據拍照 WhatsApp 至 6109 0230，以便行
政同工跟進 (請註明奉獻者姓名及奉獻項目)；
◼

使用「轉數快」服務：將奉獻轉帳至教會的「快速支付系統識別
碼」(FPS Identifier): 1834514 (請註明奉獻者姓名及奉獻項目) ，完
成後請將轉帳記錄截圖 WhatsApp 至 6109 0230，以便行政同工
跟進。

任何關於奉獻的問題，歡迎 WhatsApp 至 6109 0230 教會通訊專號
查詢。願神賜福予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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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請記念 11 月 20 日(主日)及 11 月 23 日(週三)的出隊佈道，願福音的
大能進入人的生命、進入家庭及社區中。

2.

求主使用 12 月 11 日起在教會舉行的「九龍區單親貴族關愛日」，
願主的愛、恩典和救恩臨到參加者和他們的家庭中。

3.

為這世代守望
⚫ 土耳其伊斯坦堡市中心一條主要行人路於 11 月 13 日 發生爆
炸，造成 6 人死亡，53 人受傷。
⚫ 伊朗 11 月 16 日於南部胡齊斯坦省及中部城市伊斯法罕發生槍
擊案，最少 7 人死亡，10 多人受傷。
求主看顧並安慰死傷者家屬，又願祂的公義彰顯，祂的醫治臨到身心
靈受傷的人。

2022 年讀經計劃
日期

舊約進度

新約進度

11 月 20 日 (日)

以西結書 14-15

雅各書 2

11 月 21 日 (一)

以西結書 16-17

雅各書 3

11 月 22 日 (二)

以西結書 18-19

雅各書 4

11 月 23 日 (三)

以西結書 20-21

雅各書 5

11 月 24 日 (四)

以西結書 22-23

彼得前書 1

11 月 25 日 (五)

以西結書 24-26

彼得前書 2

11 月 26 日 (六)

以西結書 27-29

彼得前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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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基督》
【論內心的安慰】～「神為萬物的最後歸宿」
一

我兒哪，你若想得真正的幸福，你就應該以我為你最高的也是最終
的目的。這種意念能潔淨你的感情，使他不至太經常和無節制的傾
向自私和世上的事物。因為你若在任何事上尋求自己的好處，你就
必馬上失掉力量，沮喪灰心。萬物都歸於我，也是從我而來。你要
知道萬物都是出於至高之善，所以應將萬物歸還我，以我作為他們
的源頭。

二

無論長幼貧富，人人都得從我這活水泉源裡取生命的水喝，凡甘心
樂意事奉我，必得蒙恩上加恩。但是凡想在我以外的事物中追求榮
耀，或在個人的好處中尋找快樂的人，必不能得到真正的喜樂，他
的心也不得舒暢，且要在多方面受到阻礙和磨折。所以你不應該以
任何好處自居，或將善行歸於任何人，卻應將一切歸於神，因為若
不是神，人就毫無所有。我已經把萬物全賜給你，但是我的旨意又
是要你將這一切都歸還給我，並且嚴格的要求你還我以感恩的心。

三

這是真理，在這個真理面前，虛榮心便站立不住，若是天恩和真愛進
入了你的心，你必不至於生出嫉妒或心地狹窄之心，也不至為自愛
所縛。因為神的愛勝過一切，能加強靈魂的力量。你若真有智慧，你
必以我為唯一的喜樂，也要以我為唯一的盼望，因為除了神以外，沒
有善良的，惟有祂當受讚美，超乎萬有，在萬有之中備受頌讚。
節錄自《效法基督》頁 97-98

我的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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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事曆
第三週出隊佈道
其他活動

主日下午 2:00-4:00

日期

時間

活動

11 月 23、30 日(週三)

下午 3:00-5:00

新蒲崗關愛佈道

11 月 27 日(主日)

下午 2:00-3:30

教會祈禱會

12 月 7、14、21、28 日(週三) 下午 3:00-5:00

新蒲崗關愛佈道

12 月 17 日(週六)

下午 2:30-4:30

慈黃區聯合聖誕報佳音

12 月 31 日(週六)

晚上 8:00-10:00

除夕祈禱會

主日崇拜講員預告
日期

講員

12 月 11 日

施力高牧師 Rev. John Snelgrove
葡萄藤教會創會牧師暨港福堂堂主任

基督教非拉鐵非教會
地
址：九龍新蒲崗爵祿街 33 號八樓
教會電話：2712 0265
網
址：http://hkcpc.org.hk
通訊專號：6109 0230 ➔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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