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成自己的 摘自灵命日粮

阅读经文：腓立比书 3 章 7-16 节

7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8 不但如此，我也

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

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9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

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10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11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12 这不是

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

着我的。13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14 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15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

以此指示你们。16 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在 2002 年 6 月 11 日，歌唱比赛节目《美国偶像》首次播出。此后，每周都有多

位参赛者演唱个人版本的流行歌曲，并由观众投票决定谁能晋级到下一个阶段的

比赛。

节目中的一位评审兰迪·杰克逊，经常给参赛者一句经典评语：“你把这首歌变

成自己的了！”杰克逊会大加赞赏，是因为参赛者彻底掌握了众人熟悉的歌曲，

用全新的方式加以诠释，展现出独特的个人风格。若要将一首歌“变成自己的”，

除了要拥有自己的特色还要加入创意，然后在舞台上将这首歌呈现给全世界的观

众。

保罗也邀请我们做类似的事，即拥有自己的信心并且表明出来。在腓立比书 3 章

7-8 节，保罗指出我们绝不能靠自己在上帝面前称义。他教导信徒，要领受“因

信上帝而来的义”（9 节）。赦罪与救赎的恩典可以改变我们的动机与目标，正

如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或作“所

要我得的”）。”（12 节）

耶稣已确保我们能得胜，那我们该做什么呢？就是持守这个真理，让上帝的福音

改变我们的生命，在这破碎的世界中活出来。换句话说，我们要让这信仰变成自

己的，这样才能活出我们已经明白的真理（16 节）。

反思：你认为怎样才是在信仰上“竭力追求”？鼓励并支持你不断前进的最大动

力是什么？

祷告：耶稣，谢谢祢十架的大爱和救赎的恩典。求祢帮助我以感恩的心，在信仰

道路上竭力追求。

教会使命宣言：领人归主；同作门徒。

教会异象宣言：传扬福音，由近及远。

教会年度主题：灵命进深，使命人生。

主后二零二二年八月七日下午二时 圣餐主日崇拜

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啊，我要向你歌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

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

《诗篇》101：1-2

崇拜宣召 《诗篇》101：1-2
敬拜团队

诗歌敬拜
《如鹿切慕溪水》《哦，主耶稣每想到你》

《求圣灵充满》

圣餐纪念 使徒信经 / 十字架
杨牧师

牧者祷告

诵读经文 《马可福音》5：1-20 敬拜团队

恭听圣言 跟随耶稣 杨牧师

回应诗歌 《跟随，跟随》
敬拜团队

颂读金句 《马太福音》5：19-20

领受祝福 三一颂
杨牧师

家事分享

欢迎问安 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会众

梁国伟弟兄、吴慕娴姊妹、吕植杨弟兄、杨师母、魏晓颖姊妹、魏晓琪姊妹、张

穗玲姊妹、尹志远弟兄、冯千懿弟兄、张方遒姊妹、胡颖姊妹、黄春弟兄、王晓

东弟兄、刘丽梅姊妹、沈勇弟兄、郑素花姊妹。

联系我们

联系人 杨宝君牧师 416-800-8116；CAC.Newmarket@yahoo.ca

教堂地址 800 Davis Drive, Newmarket, ON L3Y 2R5

ZOOM 聚会 Meeting ID: 516 965 4283 Password: 123456

支票奉献 抬头名称：Newmarket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邮寄奉献 P.O.Box 93128,1111 Davis Dr. Newmarket, ON,L3Y 8K3

电邮奉献 offeringncac.church@yahoo.com

教会网站 www.NewmarketCAC.com



本周聚会（ZOOM）

主日 8:00PM 洗礼班 8 月 7 日

周一 8:00PM 查经聚会和福音聚会 8 月 8日
周二 休假 生命小组 8 月 9日
周三 8:00PM 读经祷告聚会 8 月 10日
周四 休假 生命小组 8 月 11日
周五 10AM 粤语团契 8 月 12日
周五 休假 生命小组 8 月 12日
周六 休假 生命小组 8 月 13日

▲家事报告：

1. 教会的使命：领人归主；同作门徒。
教会的异象：传扬福音，由近及远。
教会的主题：灵命进深，使命人生。

2. 教会的组织化工作：教会的宪章已经通过宣道会区会批准；长老提名委员会
已经成立，成员：郑素花、黎宝华、吴敏斐、梁国伟、吕植杨。长老候选人
是梁国伟弟兄，吕植杨弟兄，王晓东弟兄。会友大会在 8 月 28 日主日敬拜
后实体举行。

3. 敬拜聚会将在 9 月 4 日改到 12：30 开始，儿童主日学与敬拜聚会同步。请
大家提前做好准备。

4. 诗歌敬拜退修会，8 月 13 日 11am-3:30pm，在教堂实体聚会，请所有带领诗
歌和愿意带领诗歌的弟兄姊妹参加。

5. 有弟兄姊妹反应他们受到异端邪教的诱惑。请大家注意甄别教会以外的人所
发给你的“属灵信息”，更不要参加他们拉拢你要去的聚会。也请大家在爱
心里彼此守望。

6. 新宣教会是敬拜神的地方，欢迎所有愿意寻求神的人。禁止任何与敬拜神无

关的商业、传销和政治等等活动。

▲祷告事项：

1. 感谢神带领教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请为教会的会友大会和长老的设立
祷告。

2. 愿神大大地使用教会的新网站和微信单张，吸引更多的人来到神的家中。
3. 请为开西（Keswick）有机教会事工祷告。
4. 新冠疫情还没有完全过去，请继续为彼此的健康祷告。
5. 请为郭小梅姊妹的小外孙女身心灵健康祷告；为姊妹的女儿黄惠早日信主祷

告；也求神为郭小梅姊妹预备合适的老人房。
6. 请为郑素花姊妹的先生尹哲雄和尹志远弟兄的太太张洋信主祷告。
7. 请为胡颖姊妹的父亲胡学坡祷告，求神软化他的心，使他早日接受救恩，得

永远的生命。
8. 请为魏晓琪姊妹的先生黄海军弟兄参加教会聚会祷告，为女儿黄宇鑫信主祷

告。
9. 请为李幸荣姊妹的右脚踝扭伤代祷，求主快快医治！好继续使用姊妹在神的

家中服事。

下两周事奉同工

八月十四日 八月二十一日

讲

员
颜进德牧师 王刚传道

敬

拜

团

队

黄春弟兄、黎宝华姊妹、吴敏斐姊

妹、翁美芳姊妹、尹志远弟兄、魏

晓颖姊妹、包建国弟兄、吕植杨弟

兄、王晓东弟兄、刘丽梅姊妹、沈

勇弟兄、郑素花姊妹。

王晓东弟兄，沈勇弟兄、宋丽芹姊妹、

何敏仪姊妹，尹志远弟兄，王相博弟

兄，李幸荣姊妹、吴慕娴姊妹，黄春弟

兄、刘丽梅姊妹、郑素花姊妹。

上

周

统

计

主日敬拜 查经班 祈祷会 生命小组 儿童

38 人 9 人 13 人 休假 4

奉

献

统

计

本年迄今 六月份 七月份 上周

$42380 $4754 $5050 $950

本周金句：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

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 那人就走了，在低加坡里传扬

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希奇。

《马可福音》5：19-20

黙 想：我有跟随耶稣的心志吗？反省自己每一天是如何跟随耶稣的？

讲道笔记：跟随耶稣 经文：《马可福音》5：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