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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就是不憑眼見，新約希伯來書

�� 章那裡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

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挪亞因

著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動

了敬畏的心、預備了一隻方舟、使

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

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

義。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

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

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

那裡去。(來 �����-��我們許多人

受了唯物論的影響，認為只有那些

看的見、摸得着的我們才能信。就

像耶穌的門徒多瑪一樣，他說:我

非看見耶穌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

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總不信耶穌真的復活、顯現了，

耶穌向他顯現後對他說:你因看見

了我纔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

福了。(約 �����-�。 

信就是不憑我們墮落之人的理性

和邏輯。按人的理性:五餅二魚

怎能喂飽 ���� 人呢，按人的

邏輯:水如何能變成酒呢，按著

人的理性:瞎眼的如何能看見，

瘸腿的如何能行走，按著邏輯:

人如何能平靜風浪呢，按著理

性:人如何能使死人復活呢?我們

相信耶穌基督是超越人的理性和

邏輯的，就像有人問:如果上帝

是全能的，那么他肯定能创造出

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但是如果

他搬不动，就说明他不是全能

的。按著人的邏輯，這個問題是

不好回答，關鍵是上帝是超越人

的理性和邏輯的，他存在於人的

理性和邏輯之外，只有憑著信心

來接受。 

信就是悔改、轉離罪惡、歸向真

神、歸向真理、仰望耶穌。聖經

說: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

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

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

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历代志

下 ����）這就是信，這樣的信可

以帶來神的醫治    

信就是仰望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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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以色列人在曠

野被火蛇咬死，如何仰望銅蛇，蒙

了醫治，今天我們仰望十字架上的

耶穌基督，也必蒙拯救。我們相信

神的應許是信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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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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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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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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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威夫婦 (台灣) 

疫情基本過去,陸威的各項事工

安排得很滿。本周包括: 

1. 在福樂 (Fule) 小學故事班

及成人志願者教英語 

2. 在社區的食物外展活動; 

3. 本周主日將在福興 

(Fuxing) 宣道會証道。 

國語堂: 

主日崇拜 

上午 10:30 AM 開始直播  

   5/31 任民弟兄 

主題: 神的奧祕就是基督  

 經文: 歌羅西書 2:20-23  

下週 (6/7) 主日 

講員: 鈕則綱牧師 

主題: 思念上面的事 

經文: 歌羅西書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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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會 

每周四晚上 �����:HE([ 

王天聲 牧師 



上週有兩位神重用的僕人安息主懷，一是大

家所熟悉的大衛鮑森牧師(David Pawson)。

另一位華人社區中較少人知的是護教學大師

拉維. 撒迦利亞 (Ravi Zacharias)。拉維教

授被稱為護教學界的葛培里。生於印度，17

歲時因為憂鬱症一度陷入自殺的困擾。有人

拿了一本聖經給他，當他讀到約翰福音 14:19 

“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 豁然開

朗，決志信主。並將生命奉獻給主，並立

志”專心一意尋求真理。”  

拉維先知講道的恩賜很早就顯露出來，19 歲

時就獲得亞洲最佳牧師獎項。並稍後被邀請

成為葛培里佈道團的客座講員之一。在這段

期間，他感受到以理性即根據聖經真理來傳

揚耶穌基督的愛的重要性。於 1984 年成立拉

維.撒迦利亞國際傳道會。致力從歷史，哲學

及道德標準的各個層面宣揚基督才是一切智

慧源頭的真理。36 年來，拉維以不亢不卑，

溫和的態度，在全球最高學府，舉行公開的

講座及對話。他謙和的態度及精闢的邏輯分

析，打動許多年輕學子的心歸向耶穌。也讓

許千千萬萬的基督徒得到需要的裝備。 

拉維教授在今年三月發現罹患罕見骨癌，於

5月 19 日安息主懷。享年 74 歲。求主紀念這

位盡其一生辛勤服事的工人。 

人在疫情期間的焦慮情緒及幫助延緩老化。所

以在疫情期間準備足夠的繪畫材料就相對的重

要。但是因為許多店都關了，老人院也沒有足

夠的人力出外採買。所以英文堂弟兄姊妹決定

集資買一些繪畫材料捐給這家老人院。感謝弟

兄姊妹的支持及英文堂 Suzanne Lee 姊妹組織

並採買物資，我們籌足 80 人份的繪畫工具。在

疫情期間對在社區中的老人展現神的愛，讓他

們知道他們事被神所愛的。 

以下是 Victoria Manor 接到禮物後回的感謝

信： 

當我們將繪本和畫筆分送給老人們時，他們都

對收到這份意外的禮物感到非常興奮鬥! 對於

教會弟兄姊妹的愛心感到非常感動。感謝溫莎

五月初，英文堂的關懷組接到一個服事社區

的機會。Victoria Manor 老人院需要一些繪

畫的工具和著色簿。透過繪畫，可以舒緩老

華人宣道會的捐贈，你們讓很多老人感到高

興和安慰。 

懷念拉維. 撒迦利亞教授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 將神的愛送到老人院 

宣道會透過公義及慈善事工來將神的公

義與慈愛透過有組織的行動實現出來。

透過整合，合作，結盟的方式以宣道會

的資源與其他宗派或政府資源結合在一

起。從地方，全國到國際間針對窮困，

被壓迫的和被天然災害衝擊的族群提供

人道援助，宣揚神的愛。 

宣道會的公義及慈善事工包括六個主要

區塊。 

 

宣道會簡介： 宣道會的公義及慈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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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事工 

此事工是針對全球受天然災害或戰

爭等突發狀態導致人道生存危機發

生時，針對當時的狀態進行救援回

應的事工。  

機構牧養 

差派傳道人到機構中如監獄，學

校，老人院，軍事單位提供特定

群體的牧養。此事工對有呼召投

入機構牧養的傳道人提供訓練，

難民支援 

每年全球都有數百萬人因天災人禍

被迫流離失所。宣道會結合許多國

際慈善機構一起為照顧難民努力，

包括提供金錢，支援及移民服務。 

殘障事工 

本事工專注提供身，心 障礙者

協助。提供設備及人員的支援來

協助殘障人士可以有正常的教會

團契生活   

加拿大糧食銀行 

宣道會是由多宗派一起成立的加拿

大糧食銀行的創始會員之一.該機

構向因天然災害引起飢荒的地區提

供糧食援助。    

教區護理事工 

對宣道會牧師，宣教士及同工提

供醫療專業諮商及協助。包括聖

經心理輔導和一般疫病應變方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