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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在醫生手裡花盡了她一切養生的、

並沒有一人能醫好她．她來到耶穌

背後、摸他的衣裳繸子、血漏立刻

就止住了。耶穌說、摸我的是誰．

眾人都不承認、彼得和同行的人都

說、夫子、眾人擁擁擠擠緊靠著

你。耶穌說、總有人摸我．因我覺

得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

道不能隱藏、就戰戰兢兢的來俯伏

在耶穌腳前、把摸他的緣故、和怎

樣立刻得好了、當著眾人都說出

來。耶穌對她說、女兒、你的信救

了你、平平安安的去罷。(路 ����
-��� 

���最近網上說:在新冠肺炎的疫苗

上市前，自身免疫力的強弱將會是

你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鍵。如何增強

你身體的免疫力成為今天很熱門的

話題。據說我們很多人身體內都

有新冠肺炎的病毒存在，但是如

果你的免疫力強的話，你就不會

發病。當有些人檢測出陽性後、

立刻恐慌起來，吃不好、睡不

好，免疫力立刻下降，結果病就

發起來了，嚴重的將導致死亡。

可見人心情的好壞會直接影響  

人的免疫力，而人的情緒直接與

人的信仰與信心有著緊密的關

係。恐慌和憂慮可以使人的免疫

力下降，而恐慌和憂慮是沒有信

心的表現。耶穌說: 你们这小信

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

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

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所以

不要忧虑、说、吃甚么、喝甚

么、穿甚么。�� 这都是外邦人

所求的．(太 ����-���� 

���從福音書裡我們看到有一個患了

十二年血漏的婦人，她花盡她一切

養生的、看了許多的醫生都無法醫

好她，她用盡了人的一切的辦法，

她走到了盡頭，她絕望了，她只有

來到耶穌基督面前，憑著信心，求

救於耶穌，冒著極大的不為，去摸

耶穌。耶穌基督看見她的信心，就

對她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

平安安的去罷。(路 ����-���她的

信果然醫治了她、救了她。 

   信乃是指相信耶穌是基督、是

救主、是真神，除祂以外，別無拯

救，單單仰望耶穌基督，就有永

生。耶穌說:摩西在曠野怎樣舉

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叫一

切信祂的都得永生。(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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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主日學： 

每周日 10:30AM 透過 Zoom 進行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

j/81599862778?

pwd=eWNTUWNNMmRwbXhuRlN1Mjd1

bXZiQT09 

Meeting ID: 815 9986 2778 

Password: 532874  

兒童主日崇拜 

主日 ɿʌɶɶ��B�從 w���ʒ���

直播 

牧者的話 � 

本週活動摘要 � 

誰是真以色列人？  � 

宣道會簡介：  

宣道會區會 

�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 

以樂觀的心情面對 

� 

本期摘要 

牧師的話 

����-��-�� 

廣東堂: 

主日崇拜 

粵語弟兄姊妹可登入仕嘉堡華

人宣道會網上崇拜. 可登入

www.scac.org 點擊網上崇拜, 

連接到他們的 YouTube 
錄影直播室(9:30am). 
 

星期六 4:00PM 的祈禱會將用 

WebEx 大組, 之後用 WhatsApp 

分小組型式舉行. 
 

宣教士消息: Doug and Carol Woon -  

日本。 

因為疫情關係，查經，兒童及

團契等各項活動都在網上進

行。但感謝神，參加人數都有

增加趨勢。請繼續代禱。 

國語堂: 

主日崇拜 

上午 10:30 AM 開始直播  

   5/14 陳昕華長老 

主題: 一切盡在基督里  

 經文: 歌羅西書 2:16-19  

下週 (5/24) 主日 

講員: 任民弟兄 

主題: 神的奧祕就是基督 

經文: 歌羅西書 2:20-23  

成人主日學 

慕道友班和新約班 9:15 AM 開始 

其他班 11:30AM 開始 

詩班訓練: 1:30PM Web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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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聲 牧師 



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他

們裡面，又從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他們

肉心。使他們順從我的例律，謹守遵行我的

典章。他們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們的

神。 以西結書 11:19-20 

誰是真的以色列人？誰是真的神的子民？從

以西結書的預言看來，神有一天要將祂的子

民從列國中召回，建立祂永恆的國度。我們

也看到，在 1945 年二戰結束後。在聯合國的

協議下，現在的以色列在亡國了近 2500 年後

真的復國了。這是一個神蹟!從來沒有一個民

族在沒有國家的庇護下其文化傳統可以延續

這麼久。但更大的神蹟是，神藉著耶穌基督

的救恩，將萬國萬民召來，藉由耶穌基督的

寶血，憑著神的應許，成為神永恆國度的子

民。也只有憑著信透過耶穌基督寶血救贖，

得獲新的心，新的靈的基督徒，才是真子

民。 

這不是神的話落了空，因為從以色列生的，

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為是亞伯拉罕的後

裔，就都作他的兒女；唯獨”從以撒生的，

才要稱為你的後裔。”這就是說，肉身所生

的不是神的兒女；唯獨那應許的兒女才算是

後裔。羅馬書:6-8 

我們是因著應許成為神的兒女，不是以我們

的血統或努力。照著我們罪惡的本性，我們

唯一的去處就是滅亡，永遠的與神隔離。但

神憑著他的慈愛藉著耶穌基督的寶血把我們

從永死的深淵中救贖出來，並賜我們與神同

在的美好永生。我們要如何回應這樣的恩典

呢？ 

               2020-5-17 靈修日誌 楊喆 

 

恆切。聖徒缺乏要幫補，客要一味地款待。逼
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
詛。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
羅馬書 12:12-15 

對抗憂鬱的良方是 

1. 禱告：將憂慮交託給神，同時為執政掌權

的，以及受疫病所影響，失去親人，工作和

健康的人禱告。為神國的擴張禱告。 

2. 將焦點從專顧自己移到關顧他人。將一些心

思意念放在幫助他人上，並實際付諸行動。 

3. 找一些事讓自己動起來，跟家人一起種菜，

學吉他。找一些可以有明顯的果效可追蹤的

事。可以分散專注疫情發展帶來的焦慮。 

 

疫情當前的時候，新聞上屢屢出現的都是壞

消息。最近看到一則新聞，美國疾病管制局

發佈警告，在疫情期間，非新冠病毒死亡案

例因為醫療療程延遲或怕到醫院就診也有增

加的趨勢。其中因疫情導致的焦慮產生的精

神疾病也是死亡增加的原因之一。 

但也有正面的消息，底特律的一條街整條街

的人約好在自己的車道上一起跳起廣場舞。

密西根瓦特福鎮(Waterford Township) 的一

個 10 年級高中生發起網上輔導小學生閱讀的

活動。 

要怎樣才能在這個艱難的時候維持樂觀的心

情呢？其實聖經早就給了我們答案。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

耶穌基督說:”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約翰福音 5:16B 
我們以神的形象被造，所以閒懶不在我們被

造的設計之中。事奉神國，靠著聖靈做有意

義的工作是最好解憂鬱的良方。 

誰是真以色列人？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 以樂觀的心情面對 

學上有正確的教導。） 區會設有區監督，結合區會團隊，對轄區的教

會提供職屬靈的引導及事工資源的協助。區會

輔導的範疇包括 

· 工人培訓 

· 植堂支援 

· 基督徒教育 

· 教會增長 

· 宣教訓練 

· 多元文化事工 

· 領袖訓練 

目前中區區會辦公室位於漢彌爾頓。區長是

Stephen Hartbridge.  

為了能更有效率的推動教會事工，加拿大宣道

會照著地理位置分成了六個區會。 

一，加拿大太平洋區 

二，加拿大西區 

三，加拿大中西區 

四，加拿大中區 

五，魁北克區 

六，加拿大東區 

溫莎宣道會是屬於加拿大中區管轄。 

各區會辦公室的職責是管理區會管轄區內全職

同工的按立，輔導，團契，懲處以及執照的管

理。(註：所有宣道會的牧者都需要經由區認

證頒發工人執照(Work license))以確保在神

宣道會簡介： 宣道會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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