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網站: 
 

:&$&�&$ 

過去這幾個月，可能是許多人在

生命中都沒有經歷過的時期。我

們的生活方式徹底改變了。每天

看到的新聞也不一樣了。許多事

情都充滿了不確定性。但是有一

些事是不會改變的。 

希伯來書 13:8 說 “耶穌基督、

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

的。” 神是不改變的神。不管景

況如何，耶穌仍是一切問題的答

案。在有衝突的地方，耶穌基督

是和平的道路。耐心，良善，原

諒和悔改是我們對付這些難題的

武器。禱告是我們跟我們的大元

帥，也是我們的王，溝通的管

道。最近我在新聞上看到，一個

黑人弟兄在法庭上表示願意原諒

殺死他哥哥的白人警察。 法官則

是允許他們在法庭中擁抱。若不

是聖靈做工，人怎能完全的原諒

殺死自己至親的人？ 

在疫情中，神也是我們的供應者

和醫治者。我們禱告時說:” 我

們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

們。” 但神供應給我們的，不

只是讓肚腹得飽足的食物而已。

他也供應我們屬靈上的需要及醫

治。我在墨西哥短宣時遇到一個

弟兄，因為癱瘓的疾病，他整個

童年是在輪椅上。但神選擇治癒

了他，讓他能夠行走。現在他在

西班牙做宣教士。  

在過去許多的屬靈前輩都經歷過

許多動盪的時代及壓迫。他們是

基督如雲彩般圍繞我們的見證

人。他們正向我們發出呼籲” 你

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

樣。”在不確定當中，我們可效

法這些見證，因為” 耶穌基督、

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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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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弟兄姊妹透過網上崇拜, 祈禱

會, 主日學和查經班, 能異地同

心敬拜神和學習. 

2.為醫療前線人員和返回工作崗位

的弟兄姊妹禱告 

3.為在長期護理院的院友和員工祈

禱, 求主賜予他們平安和安慰. 

4.為粵語聘牧, 求主引領. 

國語堂: 

主日崇拜 

上午 9:30 AM 開始直播  

講員：楊磊弟兄 

主題: 基督徒的敬拜 

經文: 歌羅西書 3:15-17 

 

下週主日：(7/19) 

講員: 陳新華長老 

宣教主日 

 

成人主日學 11:00 AM 

詩班訓練: 1:30PM WebEx/Zoom 

 

禱告會 

每周四晚上 7:30 WebE/Zoom 

 

Pastor Rob M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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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疫情的關係，教會的各項聚會不是取消

就是改成線上進行。與在疫情之前可以與弟

兄姊妹一起服事，一起團契的景況大不相

同。剛開始時，也許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讓長

期服事的同工們有個休息的機會。但隨著因

疫情而採取的隔離進入第五個月，各項線上

聚會的人數都有下降的傾向。我們很擔心弟

兄姊妹的屬靈成長也趨緩的傾向。以下就是

幾個網站，推薦大家可以做為靈修資源，一

起享受主恩。 

福音影視網 (Fuyin TV) 

網站: https://www.fuyin.tv/  
Google 搜尋: 福音 TV 

這是一個蒐集很完整影音訊息的網站，可以

根據主題，講員，或屬靈程度(慕道，初信，

進深等)來搜尋想看的內容。也蒐集許多如敬

拜，基督家庭等講座。是很好的福音入口網

站，也有 APP 可以下載, 可疑離線收聽。 

YouVersion 

網站: https://www.youversion.com/  

Google 搜尋: YouVersion 

這是一個很好的讀經及靈修網站，支援多種

語言經文搜尋，解經，可以註冊帳號，搜尋

及分享讀經計劃。也有 APP 可以下載。 

信望愛聖經工具 

網站:https://bible.fhl.net/NUI/#/bible/Ge/1/1  

Google 搜尋: 信望愛聖經工具 

非常好的查經工具。多種版本聖經比較。最

好的是可以串珠查詢希臘及希伯來原文。對

於對深入了解經文意義的弟兄姊妹來說，這

是一個很好的資源可以看原文同一詞的多重

原文解釋和其他處經文的應用。對深入了解

經文原意有非常大幫助，也有 APP 可以下

載。 

Good TV 好消息電視 

網站: https://www.goodtv.tv/  

Google 搜尋: Good TV 

這是台灣集合各宗派資源合作開發的福音電

視台。有許多很有水準的節目從適合初信慕

道的見證分享，詩歌敬拜到深度的由一些神

學院老師講的空中主日學，是很好的影音資

源網站。 

以上是一些優良的資源，弟兄姊妹在疫情期

間，是裝備整理為未來服事進一步做準備的

時候。可以多多利用這些資源來每日親近

主。 

保守。希望越多人能加入我們的禱告團隊

越好。 

音控組：聯絡人楊喆或程治 

未來開放時為維持安全距離，我們會繼續

採現場直播。所以需要更多的音控同工。 

招待：英文 Sarah，國語:蔣純青， 

 粵語: Fei 姨。 

未來開放會眾時，進門時會有一些安全措

施。估計招待的人數需要現在的兩倍。所

以需要一些新血加入招待組。 

準備組: 粵語 Philip, 國語：高光福 

開放教會前，我們要把場地先準備好，包

括清潔，將公用的詩歌本，聖經收起來，

規劃動線，標記間隔，拍攝宣導影片等。

目前緊急應變小組正在準備重啟教會的準

備事宜。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人的準

備。服事的人員是不是熟悉安全流程的運

作。參加崇拜的會眾是不是了解保護自身

安全和教會的安全守則。是能否安全重啟

的關鍵。在疫情期間，有一些服事機會也

暫停，甚至可能以後都不會恢復。但神國

裡面所有的人都是互為肢體，都需要服

事。下面是一些我們目前需要的服事人員

和聯絡同工。請弟兄姊妹有感動的可以向

相關人報名參加服事。 

禱告組：吳曉光弟兄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枉

然勞力。教會重啟成功與否的關鍵在神的

需要許多同工。 

兒童事工：聯絡人 楊喆 

現在在教會的兒童主日學還暫不會開始。為

了讓孩子們有一定的餵養，兒童主事工有推

出一週一次的聖經故事錄影，一集約十分

鐘。 目前有五位老師在輪流製作。徵求更多

的同工加入。家中有青少年的這是很好的親

子一起服事的機

會。可以一起製作

錄像。 

請大家一起為教會

重啟禱告及報名服

事。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 招募同工 

如果您有心奉獻成為神的全職工人。但不確

定呼召是不是明確或者不知道從何開始。宣

道會的 Pathways 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 

Pathways 事工培訓學校是宣道會中區區會結

合麥馬神學院(McMaster Divinity College)

和以馬內利聖經學院(Emmanuel Bible Col-

lege )合作開發的事工訓練課程。這是一個

適合帶職服事的同工參與的訓練課程。分成

研究所及本科兩種程度。學員可依自己的時

間安排在一到三年間完成七門課程及三門事

工實習課。內容是針對宣道會的神學，異象

及傳統，來準備宣道會未來的全職同工。完

成十門課後，可以根據呼召進入工場成為宣

教士，在地方教會服事，或進一步進修正式

神學學位。在這個培訓學校所上的課可以在

兩所合作神學院抵神學學位的需要學分。縮

短取的學位的時間。 

Pathways 的好處是在彈性的時間和密集的課

程。每門課用一週的時間密集上課，在加上

課後的作業來完成。對帶職事奉同工而言可

以用年假來上課。費用也不高，一堂課研究

所層級的$700 加幣，本科程度$500。 有專門

的輔導老師來帶領服事的方向。 

如果弟兄姊妹有感動要在服事上更上層樓，

可以找教會的牧者，長老了解更多 Pathways

的詳情。希望我們的教會可以培養出更多的

工人，成為神可以使用的精兵。 

 

Pathways 事工培訓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