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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網站:

牧師的話
在聖經腓立比書提到一位保羅的
同工以巴弗提。這人從腓力比教
會帶了一些禮物去探望保羅。這
些禮物或說奉獻是供應保羅在事
工上的花銷。當以巴弗提跟保羅
同工的時候，他生病了。根據保
羅的書信，他病的還不輕。當他
身體恢復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保
羅打發以巴弗提回到腓力比教會
去安慰拆派他出來的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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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給我們的大使命是去傳福音和
使萬民做祂的門徒。有時我們出
去了，遇到困難險阻。有時我們
需要休息和醫治。當以利亞在迦
密山與巴力的先知鬥法，獲得全
面的勝利之後。亞哈王的王后耶
洗別發誓要殺死以利亞。以利亞
只好逃走，當他走到沙漠中的羅

騰樹下求死，失去了繼續走下去
的動力。他在那裏睡著了。但有
一個天使來拍他，並帶食物來讓
他吃。當他吃完，又倒下要睡。
天使第二次喚醒他，又讓他吃
喝，並告訴他去何烈山見神。之
後神又派他回到以色列民中，繼
續他的事工。

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讓我們為
在我們之中累了的，需要神的醫
治和供應的弟兄姊妹們禱告。禱
告祂們在神的愛中能完全的獲得
充分的休息和恢復，再次如鷹展
翅上騰，做神所交付的事工。

在這世上我們會有勝利和挫折。
疾病和疲倦對我們人類的肉身來
講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的神知道
我們的軟弱，祂也是我們的供應
者。當我們在曠野裡飢餓，勞
累，行不下去的時候，祂供應我
們所需的，讓我們有能力到我們
的何烈山來朝見神。但我們的工
作還沒完，經歷醫治後我們仍要
做工，直到主再來的日子。休息

Pastor Rob M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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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主日崇拜—請到教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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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小時的禱告-宣教士分

主日崇拜

享 美達.安德生 Maida

禱告會
每周四

Anderson

線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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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士介紹： Anne Louie — 墨西哥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
教會重啟計劃

參加線上崇拜

英文主日學：
每周日 10:30AM 透過 Zoom 進行

兒童主日崇拜
主日
直播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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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9:30 AM 開始直播
講員：陳新華長老
主題: 做和平的大使
經文: 歌林多後書 5:17-21
下週主日：(7/26)
講員:吳曉光弟兄
經文：歌羅西書 3:18-19
成人主日學 11:00 AM
詩班訓練: 1:30PM WebEx/Zoom

2.為經濟重開後疲情大爆發的一些
國家的領袖祈禱, 賜他們有智慧
去作決策.

禱告會

3.請為教會將會重開的預備工作祈
禱, 賜給弟兄姊妹有智慧去安
排.

間休養，將於 7/19 到 10/18 請病

每周四晚上
鈕牧師因為身體不適，需要一段時
假三個月。請弟兄姊妹代禱。

溫 宣 週 報

72 小時的禱告-宣教士分享 美達.安德生 Maida Anderson
宣道會宣教士美達.安德生在西班牙首都
馬德里郊區的一間教會服事。在西班牙
疫情肆虐的高峰期，美達事奉的教會有
一位弟兄卡羅斯(Carlos)被新冠病毒感
染，並住進了加護病房。
四月底的某一天，醫生通知卡羅斯的家
人發出病危通知，並告知卡羅斯可能熬
不過那個晚上。卡羅斯的太太跟教會聯
絡，希望弟兄姊妹為卡羅斯禱告。教會
於是用 Zoom Meeting 開的一個線上禱
告室。用輪班的方式，開始了 72 小時的
不停禱告。
靠著禱告，卡羅斯度過了最危急的 72 小
時，在接下來的五週，教會繼續為卡羅
斯禱告。卡羅斯弟兄經歷漫長的恢復，

終於在 5/27 出院了!
卡羅斯弟兄離完全的恢復還有漫長的復
健之路。教會繼續為他的復原禱告。請
將西班牙教會的弟兄姊妹也放在您的禱
告當中。為卡羅斯弟兄的恢復，以及其
他染病還在醫院當中治療，和那些在疫
病中失去親人的人禱告。求主賜下醫治
及安慰。更重要的是，為人心歸向神禱
告。在西班牙全地，直到全世界，讓神
使人謙卑下來，承認我們離了神，就不
能做甚麼。願神的救恩降臨全地。

本文是出自宣道會總會部落格。在這裡可以
看到宣教士分享，會長及牧師們的讀經分享
及宣道會的最新消息。可以訂閱電郵通知。
是一個宣道會提供的屬靈園地。

文章來源: https://
www.cmacan.org/72-hours-of-prayer/

宣教士介紹： Anne Louie — 墨西哥
Anne Louie 出生在香港，在家排行第六。她

的語文訓練後，於 2014 年到 2017 年在南美

在初中的時候決志信主，並且因著在主裡得

的薩爾瓦多從事普通話新移民的植堂工作。

會。

Anne 在 1992 年搬到多倫多，並在 1996 年烏

目前 Anne 主要服事的對象是在某大科技廠在
2017 年回國述職一年後，於 2018 年 7 月加入 墨西哥設立的技術中心工作的講普通話專業
墨西哥工場服事團隊。與陳樹雄牧師夫妻一
技術人員。她在每週三早上有教授初階西語

邦納(Urbana)校園事工大會領受神的呼召成

起在講普通話的專業人士中傳福音及建立教

到的新生，時時感謝神和與人分享福音。

課及週四婦女查經班。並且分擔陳樹雄牧師

為傳道人。

的週日講道。

Anne 奉獻後在多倫多房角石宣道會國語事工

目前墨西哥事工的重點是門訓在墨西哥工場

任職傳道直到 2006 年。神帶領她進入宣道會

初結的果子以及傳福音。所以 Anne 大部分的

的宣教士培訓計劃。並於 2008-2012 年在荷

時間花在探訪和禱告上。請大家時時將墨西

蘭的阿姆斯特丹從事宣教及植堂事工。主要

哥的華人福音事工放在禱告中紀念，求神在

服事的對象是在當地說普通話的新移民族

墨西哥興起忠信的信徒，能在墨西哥結出福

群。2013 年，神帶領 Anne 到南美洲的加勒比

音的果實。

海陽光區工場事奉。經過兩年學習西班牙文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 教會重啟計劃
隨著安大略政府一步一步的開放。教會也
積極地在籌備回到教會聚會的具體方案。
目前國語堂已經進入階段零，開始線上直
播崇拜。目的是為了要訓練服事人員。接
下來當我們進入階段一，可以允許會眾到
教會聚會，而您想要到教會聚會時，下面
一些新的安全規章事您要先熟悉的。
1. 第一階段期間鼓勵老人家及家有幼童
的家庭繼續參加線上崇拜，以減少高
風險族群感染風險。
2. 您要在崇拜前一天上教會網站或以電
話通知登記，額滿為止。
3. 主日早晨離家時，要填寫一份紙本問

4.
5.
6.
7.
8.

卷。問卷上要填寫實名及連絡電話，如
果回答問卷上的問題有答”是”的，那
一天就應該待在家裡不要來教會。到達
教會時要將問卷投入收集箱，若是後來
發先有人染病，當週問卷會送衛生局作
接觸追蹤。
遵行地上標示的動線及間隔指示以保持
安全距離。
進入大堂前會檢查體溫。
在室內要全程戴口罩或自行製作的布口
罩。
進入大堂前用搓手液洗手。
避免用手碰觸任何表面如椅背，扶手，
門把。

9. 大堂不會擺公用的聖經及詩歌本，請自行
攜帶聖經。
10.請不要將用過的手套或口罩丟在教會垃圾
桶，以免增加清潔人員的風險。
疫情當前，當我們再回到教會的時候，需很久
一段時間要過所謂的新正常生活。雖然有點繁
雜，但為了保護好會眾健康和為神國做見證，
希望大家多多配合並為教會的重啟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