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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網站:

牧師的話
一生一世求問耶和華

王天聲牧師

本期摘要
牧者的話

從聖經中我們看到當大衛在最初
還不怎麼出名時，他常常都尋問耶
和華，當”有人告訴大衛說、非利
士人攻擊基伊拉、搶奪禾場。所以
大衛求問耶和華說、我去攻打那些
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華對
大衛說、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
拯救基伊拉。 跟隨大衛的人對他
說、我們在猶大地這裡尚且懼怕、
何況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軍
旅呢。大衛又求問耶和華．耶和華
回答說、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
必將非利士人交在你手裡”。(撒
上
-

趕敵軍、追得上、追不上呢。耶
和華說、你可以追、必追得上、
都救得回來。”(撒上
當掃羅王死後，”大衛問耶和
華說、我上猶大的一個城去可以
麼．耶和華說、可以、大衛問、
我上哪一個城去呢．耶和華說、
上希伯崙去。”(撒下
當大衛受膏作王後，非利士人
又來攻擊他，” 大衛求問耶和
華說、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
麼?你將他們交在我手裡麼?耶和
華說、你可以上去、我必將非利
士人交在你手裡。(撒下

可是後來當他做王、生活安逸
之後，他就忘記凡事求問耶和
華，以至一日他睡到太陽平西，
當亞瑪力人搶走了大衛的兩個妻
在王宮的平台上看到拔示巴洗
子後，” 大衛求問耶和華說、我追
澡，後來犯了姦淫、謀殺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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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線上直播

傑弗瑞計劃

神喜悅祂的兒女存敬畏祂的心，
能凡事求問祂，按著神的心意做
事，祂必指引我們的路，使我們凡
事亨通，讓我們就像大衛在詩篇所
說的那樣: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
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
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
在他的殿裡求問。(詩篇
讓
我們凡事來到主恩座前求，討主的
喜悅，少走彎路，少受痛苦。

參加線上崇拜

廣東堂:

英文堂:

宣道會歷史—

自己信主後，雖然口裡稱基督為
主，但很多時候在決定許多重大事
情時沒有好好禱告，去求問主這事
該不該做，很多時候還是自己做
主、自己做決定，偏行己路，結果
做了許多傷害家人、自己和教會的
事。

本週活動摘要
線上主日崇拜—請到教會網站

線上聖餐須知

全因他沒有求問耶和華。(撒下
-

禱告會
每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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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
-好用的 COVID-19 資源
兒童主日崇拜
主日
直播

從

本星期日晚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
會, 為疫情而設的特別祈禱會.
請按最適合你的語言和時
間參加:英語 7:00 pm, 粵語
8:00 pm, 普通話 9:00 pm. 這
會議將以三種語言在 zoom 平台
上進行. 為時約 45 分鐘,
登入以下連結:

國語堂:
主日崇拜
上午 10:30 AM 開始直播
4/26 吳曉光弟兄
主題: 四重福音
經文: 路加福音 4:16-21
下週 (5/3) 主日
(聖餐主日，請大家預備餅與杯)
講員: 鈕則剛 牧師
主題: 在基督裡做人
經文: 哥羅西書 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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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會
每周四晚上

溫 宣 週 報

我們上線了! - 線上聖餐須知 鈕牧師
“我们不是顾念纯肉体的事情，现在所设立的

2. 主日：

1.预备饼跟杯：

是将来更美的事情的影子，无论网上还是实体
都是盼望那更好的。… 有必要在这种时刻提醒
会众无论怎样纪念主的身体都是可以的，只要

饼：可以用饺子皮直接在锅上烤，或是在超

在主日早晨事先把前述的饼、杯置于盘子、

市买苏打饼干亦可。

倒入玻璃杯中，并摆在桌上。

杯：在超市买纯葡萄汁即可。

领圣餐的时候，主领的牧者会带领大家恭读

按照我们所在的群体可以接受的方式，用可以

林前十一 23~29 并邀请大家有默想及祷告认

让人最能表达对主的身体的敬重就可，但不可

罪的时间。 为所有家中的饼、杯祝福，并祷

忘记的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其实不单单只有纪念

告并宣告弗四 1~3。

过去，而还有盼望未来。”

让参与崇拜的弟兄姐妹依序同领饼、杯。

基于这个原则以及上周的家事报告，我们五月

主领的牧者带领做结束祷告。

第一个主日有圣餐。以下是帮助大家预备的建

在实体崇拜恢复之前，这是我们进行在线圣餐

议：

的方式。盼望我们仍旧能够存敬畏的心，在灵
里面与主、彼此连结。祝福大家。

宣道會歷史—傑弗瑞計劃
上週我們介紹宣道會早期的宣教士羅伯.傑弗

約占全球族群數的 41.5%。這些族群通常在回

瑞 像羅伯宣教士一樣，加拿大宣道會的宗旨

教掌控的區域，或是地勢較偏遠，文化較弱勢

就是遵守大使命，將福音傳到地級。加拿大宣

的地區。通常這些地區，也是宣教資源最少的

道會於 2016 年開始傑弗瑞計劃 (Project

地區。宣道會特別對這些未得之民有負擔，傑

Jaffray) 專門向全球福音最貧乏地區(Least-

弗瑞計劃就是差派宣教是進入這些族群，執行

reached People Group)傳福音。

主耶穌得大使命。弟兄姊妹可以拜訪總會傑弗

未得之民(Least-reached People Group)指的

瑞計劃的專頁，獲得更詳細計劃目前執行的進

是沒有自己的教會，需要完全仰賴外籍宣教士

展。也請大家以禱告，財務支持這些在最艱難

傳福音，通常基督徒比例在 2%以下的族群。

前線為主做工的宣教士們。

-

主耶穌的大使命是要將福音傳到”萬民“。全

-

球目前約有 6500 這樣屬於未得之民的族群。

-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好用的 COVID-19 資源
疫情當前，如何譨獲得最立即和正確的訊息和

以下網站申請加拿大緊急救援福利：

資源，溫宣緊急應辦小組整理了一些有用的資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benefits/apply-for-

源訊息供大家參考，很多這些網站資源都是英

fbclid=IwAR0N9ptwlxYvvvHka_jTfGKc594RkNE8J22Arnj85YeGdgXKw0RSzKXNgdk#w

文，如您需要中文翻譯，可以聯絡應變小組：
楊喆,徐敏，郭錦偉
溫莎衛生局 COVID-19 專頁：
https://www.wechu.org/cv/local-updates

財務及福利：
1. 加拿大緊急救援福利:
如果因為新冠疫病的關係暫時被資遣，可以到

cerb-with-cra.html?
ho

2. 加拿大教育部兒童教育補貼：
一次性補貼:
0-12 歲孩童 $200，0-21 特殊需要孩童 $250
家長可到下列網站申請：
https://www.iaccess.gov.on.ca/FamilyAppWeb/public/index.xhtml?
fbclid=IwAR1VQJpzPgCzG1qZWHwvmcOTRtiVMpV6n5qo7crbc3lRI9ZzTyG

心理咨詢資源
疫病蔓延，對許多人來說有可能陷入憂鬱的狀

況，以下是一些溫莎當地的資源：
1. Community Crisis Centre:
- 24 hour telephone line 519-973-4435
- walk-in service - 744 Ouellette Ave
- 8 am to 8 pm, 7 days/week
2. Family Service Windsor
-Phone Number: 519-966-5010
- 心理諮商及財務福利輔導，提通電話諮詢

3. Windsor-Essex Counselling Support Line
- 24-hour telephone line: 519-946-3277
-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the following link
- https://www.weareunited.com//comm/Article.jsp?
HELIX=REDIRECT&ArticleID=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