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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神的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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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神的信實
慶祝信心認獻

信心
（希伯來書11:1,6）

•PowerPoint文檔和錄音可在教堂網站上下載

•黃達琨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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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神的信實
• 慶祝信心認獻

1. 什麼是信心?

2. 什麼是信心認獻?

3. 我們慶祝什麼?

4. 我們的回應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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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是認識(cognition),           

相信(conviction) 和

依靠神 (commitment) *。

信心的特性:

1.信心是對靈界事物的確定(certainty)

(希伯來書11:1) 

2.信心必須集中於神(Christ) 

(希伯來書11:6)

*Charles Spurgeon 5

信心是認識(cognition),           

相信(conviction) 和

依靠神 (commitment) *。

•理性方面- 知識，意識, 頭腦知識

•感性方面-情緒的讚成，同意，相信, 確信

•意志方面- 決心， 委身，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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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信心包含這三方面嗎? 學習依靠神

•2010年初- 第四期擴堂的異象

•是不可能實現的

•預測花費一百六十萬元，是之前最大擴堂的
資費的三倍， 教會擴堂基金只有二十五萬元

•神是無所不能的，沒有什麼事情對他來說是
不可能實現的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腓立比書 4:13 8

信心是認識(cognition),           

相信(conviction) 和

依靠神 (commitment) 。

信心的特性:

1.信心是對靈界事物的確定(certainty)

(希伯來書11:1) 

2.信心必須集中於神(Christ) 

(希伯來書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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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希伯來書11:1）

實底- 實質(KJV)，本質，確據，性質，現實

確據- 確信 (KJV)，證明, 原因，論據

完全的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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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希伯來書11:1）

所望之事- 神應許的，還未實現, 但未來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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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怎樣獲得確定呢?

是靠著祈禱領取神的應許

•Everet E. Storms: 

聖經中有 7959個神的應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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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有在祈禱中領取神的應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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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著祈禱領取神的應許

每天早晨， 迫切的禱告

哥林多後書 12:9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
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雅各書 1:5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
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賜給他

•完成基礎研究

•第四期的擴堂：20GB，>4600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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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希伯來書11:1）

未見之事- 靈界的事，眼睛看不見的事

15

未見之事- 靈界的事，眼睛看不見的事：

1.神（ 聖父， 聖子， 聖靈）

2. 神的作為 - 原初的創造， 神的供應, 神的
保守（保持創造出來的世界，帶領它走向他
神聖計劃中最終的目的），救恩，修復

3. 靈界（靈界的力量- 善與惡，靈界的戰爭，
靈界的存在- 天使，惡魔，魔鬼）

4. 神的國，天國

16

羅 馬 書 8: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神的幫助

• 獲得八個合作機構, 三個支持機構和三層政府
的支持

• 截止日期延長

• 聯絡了 11人裡最好的推薦人

• 那期2000多個機構申請政府資助,

• 507個機構獲選, 只有20個機構獲得$50萬資助
17

信心是認識(cognition),           

相信(conviction) 和

依靠神 (commitment) *。

信心的特性:

1.信心是對靈界事物的確定(certainty)

(希伯來書11:1) 

2.信心必須集中於神(Christ) 

(希伯來書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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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怎樣確定物質世界的真實 ？

• 五種感官

19

器官 功能

眼睛 視覺

舌頭 味覺

鼻子 嗅覺

耳朵 聽覺

手 觸覺

我們怎樣確定靈界的真實?

•信心 = 五種靈界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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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 功能 信心 功能

眼睛 視覺 眼睛 看見神

舌頭 味覺 舌頭 嘗到主恩的滋味

鼻子 嗅覺 鼻子 聞到基督馨香之氣

耳朵 聽覺 耳朵 聽見神的聲音

手 觸覺 手 靠著聖靈觸摸到神
摸耶穌,得醫治

信心是認識(cognition),           

相信(conviction) 和

依靠神 (commitment) *。

信心的特性:

1.信心是對靈界事物的確定(certainty)

(希伯來書11:1) 

2.信心必須集中於神(Christ) 

(希伯來書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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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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有神= 他是, he is (KJV, NASV)

我是自有永有的,那自有的

I AM WHO I AM, I AM

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你要對以
色列人這樣說：『那自有的，打發我到你們
這裏來。』」（出埃及記 3:14）

22

神的屬性:

憐憫, 慈愛, 自有永有 (昔在，今在，永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見, 無所不在, 全能, 至高, 

至強, 不變, 無限, 信實, 完美, 公義, 公平, 

正直, 聖潔, 誠實, 仁慈, 恩典, 饒恕, 寬容,

良善, 智慧, 神是愛, 神是光, 權能, 忌邪, 嚴厲,

23

約翰福音耶穌的七個「我是」

1.「我是世界的光」

2.「我是門」

3.「我是好牧人」

4. ｢我是生命的糧」

5.「我是復活，我是生命」

6.「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7.「我是真葡萄樹」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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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6月22日：選擇去擴堂的地形考察或
去醫院陪母親

馬太福音10:37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

• 感受到神的同在, 良善，愛，恩典，信實，
保護

帖撒羅尼迦後書3:3 

但主是信實的、要堅固你們、保護你們脫離
那惡者（或作脫離兇惡）。

25

• 我們的確定是建於神

• 神是完全的，無所不能的，無所不知的，
有無限智慧的，掌管一切的，信實的，百
分之百可靠的

• 所以雖然他所應許的還沒實現，他所說的
我們看不到，這些都是百分之百真實和可
以確定的

• 我們的確定是客觀地建於神，而不是我們
自己的主觀感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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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賞賜=神自己 ，神永遠的同在，陪伴,

與神親密的相交 （以諾與神同行，希伯來書
11:5,  創世紀 5:24）

27 28

人的主要目的是
榮耀上帝
並永遠享受他

威斯敏斯特教理問答

馬太福音 5:16

你們的光也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
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2014年7月：我們的工程在200個工程中被安
大略省延齡草基金會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選為前兩個其中的一個對社區最
有益的工程。我們的工程按時完成，未超預算
，並且全方位超標完成。

29

總結

信心是認識(cognition),           

相信(conviction) 和

依靠神 (commitment) *。

信心的特性:

1.信心是對靈界事物的確定(certainty)

(希伯來書11:1) 

2.信心必須集中於神(Christ) 

(希伯來書11: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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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是對於神確實是他
所說的以及他一定會按
照他的應許去成全的鑒
定確據。

•Tim Conway 牧師, Grace Community 
Church, San Antonio,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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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神的信實
• 慶祝信心認獻

1. 什麼是信心?

2. 什麼是信心認獻?

3. 我們慶祝什麼?

4. 我們的回應是?

32

33 34

信心認獻

•2012年7月：啟動信心認獻，目標是付清八
十五萬元債務

•至少149個家庭為信心認獻做出了奉獻

•2017年：我們犧牲的奉獻成功付清了所有債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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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神的信實
• 慶祝信心認獻

1. 什麼是信心?

2. 什麼是信心認獻?

3. 我們慶祝什麼?

4. 我們的回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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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該慶祝什麼：我們信心的旅途，2010-
2018 教堂第四期的擴堂

•110位義工，6,900個小時的籌資，計劃，和建
設體育館

•至少149個家庭為信心認獻做出了奉獻

•2017年：我們犧牲的奉獻成功付清了所有債務

•完成了美化工程

•完成了2005年與市政府的土地產權協議(site 
plan agreement)上的所有要求

•體育館和食物銀行(Foodshare)設施已投入使
用 37 38

39

Share God's Love, 

Serve the Community,

Sacrifice by faith, 

Invest in eternity.

延展主愛建社群，

全心奉獻至永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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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神的信實
• 慶祝信心認獻

1. 什麼是信心?

2. 什麼是信心認獻?

3. 我們應該慶祝什麼?

4. 我們的回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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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回應是?

1.讚美神的信實。感謝神給與了我們新的體
育館以及滿有信心的人。

2.祈禱我們會怎樣用新設施去與他人分享神
的愛以及服務社區。

3.誠懇熱心地尋求神，增添信心：

– 研讀聖經， 更深的認識神

–每天靠著祈禱來領取一個神的應許

–與滿有信心的人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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