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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網站:

牧師的話

Rob MacLean 牧師

本期摘要

就可以活著、也可以作這事、
或作那事。” 在我們所活的
世界有太多的意外，但是在神
沒有意外。不論在何景況，神
都在掌權。世界也許有它的的
謀略想要反抗神的計劃，但神
命定的計劃永遠不會改變。作
為神的孩子，信靠順服是神所
喜悅的。我們的計劃有時也會
被突發的事如這次的疫病所打
亂。但我們知道我們信是建立
在主耶穌基督的堅固盤石上，
神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且祂
在雅各書 4:13-15 中，聖經警告 的旨意總是最好的。
我們，我們的生命是瞬息萬變
在以斯帖記中，末底改的家族
的，只能說” 主若願意、我們
隨著以色列人被擄到巴比倫，
神對我們教會的心意到底是甚
麼？教會是一群基督徒的組合，
神也對祂的每一個子民都有特別
的計劃。以弗所書 2:10 說 ”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
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
是 神所豫備叫我們行的。”
這週安省宣佈教會可以有條件的
恢復聚會。我們現在正在一個重
新啟動的時節，一個去行出神要
我們行的善的時候。到底有那些
事是神要我們去做的呢？

整個國家被擄到異國他鄉。他們
也處在危險當中因為敵人正在密
謀除滅所有的以色列人。但神有
祂的計劃，透過讓以斯帖成為皇
后，因著年輕以斯貼的信心，以
色列全眾得勝。凡籌謀要害以色
列人的，不是下場悽慘就是反成
為以色列的幫助。
因著 Covid-19 的疫情，相信我
們之中很多人的計劃都受到某種
程度的干擾。但我們要知道，神
永遠在掌權。我們離了神，甚麼
也做不成。將信心放在神，定睛
耶穌基督十字架得榮美，我們就
避見神親自榮耀祂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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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主日崇拜—請到教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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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堂:

6/27 創造奇蹟 —需要您

主日崇拜

的支援

線上直播

宣道會簡介： 捍衛尊嚴

禱告會
每周四

事工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

英文主日學：

何時可以恢復聚會?

每周日 10:30AM 透過 Zoom 進行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

兒童主日崇拜

j/81599862778?

主日

pwd=eWNTUWNNMmRwbXhuRlN1Mjd1

直播

從

bXZiQT09
Meeting ID: 815 9986 2778
Password: 532874

參加線上崇拜

廣東堂:

國語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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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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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緊急應變小組計劃重啟教
會禱告。
3.為國家領導人禱告，求神賜
智慧走出疫情危機。
4.為醫療前線人員和返回工作
崗位的弟兄姊妹禱告。

上午 10:30 AM 開始直播
6/14 王牧師
主題: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經文: 歌羅西書 3:5-11
下週 (6/21) 主日
講員: 楊喆長老
主題: 基督徒工作觀
經文: 以弗所書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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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 宣 週 報

6/27 創造奇蹟 June 27 Miracle—需要您的支援
因為新冠肺炎的關係， 很多溫莎地區的家庭

贈的食物(要是如罐頭或真空包類可長久不需

起為神做見證。

都面臨斷炊的危機。地方的食物銀行也面臨

冷藏保存的食物)放在自家的前廊，就會有志

前所未有的壓力。溫莎和雅斯郡的幾個慈善

教會的高中生團契和青少年團契的輔導群本

願者來收取。或者您可以參加開車收集捐贈

機構將於 6/27 週六舉辦”6/27 創造奇蹟”活

來想以團契的名義報名這次服事機會。但主

品或在集中倉儲點幫忙分類的志願工。

辦單位基於安全考量，只接受以家庭為單位

照顧窮人的基本尊嚴及需要是貫穿聖經的教

報名。所以請家中有青少年的家長，個別到

導，因為這正是展現神的愛的實際行動。教

以下 6/27 Miracle 的網站報名。

會懇請我們得會眾參與這次的募捐行動，一

報名連結: https://miracle-day-june27.kickoffpages.com/

動。為溫莎及雅斯郡地區的食物銀行募集食
物捐贈。這是一個展現全社區團結的活動。
參加的方法很簡單。只要在 6/27 當天將要捐

在報名時請填：
Area to Volunteer: Windsor South
What type of roles are you interested in?
Receiving/sorting at a drop off point on June
27th
這樣我們才可以在當天一起的服事。

宣道會簡介： 捍衛尊嚴事工 (Defend Dignity)
捍衛尊嚴事工的宗旨是在加拿大終結一切形
式的性剝削, 特別是針對性服務行業。加入
我們, 捍衛每個女人的尊嚴。通過認識性剝
削的現實、宣導法律和政策改革以及援助倖
存者和救援服務提供者, 我們可以共同結束
加拿大的性剝削。

因此,加拿大宣道會致力於通過以下行動消除
賣淫現象:

• 提供資源，鼓勵會員教會採取行動打擊賣
淫、性剝削和性販運等不法活動。

• 提高對賣淫、性剝削和性犯罪集團的認識
和公共教育

要深入了解捍衛尊嚴事工，可到加拿大宣道
會網站查詢。

• 透過倡導加強立法和社會大眾觀念, 消除
對性服務產業的非法需求和商業化行為。

加拿大宣道會主張:
•上帝以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所有的人都
有與生俱來的尊嚴和價值。
•賣淫是一種性剝削、壓迫和暴力, 特別是
針對婦女和兒童, 嚴重損害了他們作為人的
尊嚴和價值。
•賣淫有害於健康社會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 何時可以恢復聚會?
大家可能都已看到新聞,安大略省政府
周二宣佈,從本週五(6/12)開始。安省
34 個地區中有 24 個地區(不包括溫莎)
會進入第二階段重啟計畫。對於 10 人
以下的聚會及宗教場所聚會，則是全面
不分區都開放。這意味著教會最早可能
在本週末重新開放聚會。
這確實是個好消息, 相信弟兄姊妹們都
非常思念一起齊聚一堂敬拜神，彼此團
契的日子。
三週前, 當安大略省政府宣布進入第一
階段重啟計畫時, 緊急應變小組已經開
始討論重新開放計劃。目前, 應變小組

每兩周舉行一次會議, 並計劃在下周
(6/19)完成重啟計劃初稿,並送交月底
長議會批准。與此同時, 應變小組已經
開始準備和採購開放時所需的物資如清
潔用品和直播設備。
基本上,弟兄姊妹的安全是重新開放計劃
的重點。向安省政府的重啟計畫一樣，
我們也將分階段開放。一開始會只有服
事團隊如詩班，主席，講員和音控同工
到教會以現場直播方式進行敬拜。等服
事團隊都熟悉各自的工作及安全流程之
後，再逐步開放弟兄姊妹參與現場崇
拜。
請弟兄姊妹耐心等待並持續上教會網站關

注教會的開放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