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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王帶來的喜樂 

約西亞登基的時候、年八歲、在

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 他行耶

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祖

大衛所行的、不偏左右。 歷代志

下 34:1-2 

在歷代志下 34 章中記載了約書

亞王的生平。他 8 歲登基，16 歲

就專心尋求神。20 歲時開始除去

境內的偶像。在他 26 歲時，因吩

咐祭司修復聖殿發現律法書。約 

西亞一開始閱讀律法書的反應是

撕裂衣服，因為以色列人沒有跟

從神。約西亞王進而找著律法書

說寫的舉辦逾越節的慶典。聖經

告訴我們: 自從先知撒母耳以

來、在以色列中沒有守過這樣的

逾越節、以色列諸王也沒有守過 

(歷代志下 35:18)。約西亞王

尋求神，不偏左右。 

當你讀聖經的時候，當讀到好王

的記載時，你的感覺如何？我讀

列王記和歷代志，當讀到壞王

時，總是覺得對這些王的失望及

嘆息。當讀到好王的時候，總忍

不住讚嘆。我渴望看到整本聖經

都是好王，都是得勝的故事。看

聖經人物的信心及好的作為，總

讓我覺得振奮。 

當看到弟兄姊妹在主裡行善，戰

勝的時候，你也會同時感到喜樂

充滿嗎？如果這些人是你的孩

子，或父母呢？有時我們太忙於

在行為上滿足週邊的人對我們的

期盼。當我們陷入這樣的陷阱的

時候，務要警醒，謙卑下來回到

主的面前，停止與別人比較。讓

我們用鼓勵的方式來對待我們的

弟兄姊妹，孩子，甚至父母。我

們希望看到他們成功戰勝，而不

是灰心喪志。讓我們為他們在主

裡的信心及長進感到歡欣，就像

我們看到舊約中的好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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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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b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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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粵語聘牧, 求主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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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為返回工作崗位的弟兄姊妹祈

禱. 

國語堂: 
主日崇拜 

上午 9:30 AM 開始直播  

講員：任民 弟兄 

主題: 得著基業 

經文: 歌羅西書 3:22-4:1 

 

下週主日：(8/16) 

講員:Dyck Kaan 牧師 

主題：宣教分享 

成人主日學 11:00 AM 

詩班訓練: 1:30PM WebEx/Zoom 

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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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堂 8月為關懷月，有彼此關懷

活動，請連絡徐敏姊妹報名 

Pastor Rob Mclean 



安大略推出新冠警報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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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宣 週 報 

大家最近可能都有在手機上或通過電郵

收到這樣的短訊 “The COVID Alert 

App is now available ”(新冠病毒警

報 APP 上線了)。這不是病毒郵件或假消

息。安省於本周正式推出這款病毒警告

APP。是加拿大第一個有這樣系統上線的

省。 

這個小程序運作的方式是一旦你下載了

這個 APP。系統會自動產生一組個人識別

碼，這個識別碼不會跟你的個人資料連

結，在安裝時也不需要輸入自已的地

址，電話等個資。並且這個識別碼會兩

週更新一次。當兩個人攜帶手機接近到

兩公尺距離內，手機上的 APP 會透過藍

芽訊號互換識別碼。如果你確診為新冠

病毒感染者，醫護人員會給你一個金鑰

號碼，當你輸入金鑰到 APP 後，你的識

別碼會被註記是感染者。這樣如果有人

接近已標記的感染者，APP 會自動發出緊

告並指示下一步該如何做。 

基本上根據安省網站的描述。這個 APP

的目的不是方便政府做患者追蹤。所以

在隱私的設計是不要求輸入個人資料

的。因無資料可盜，所以相當安全。這

個 APP 的概念比較像疫苗，成功與否決

定於有多少人安裝這個軟件及確診者誠

實地透過軟件申報。如果週邊的人都有

這樣做。那麼這個軟件可以在第一時間

警告你有跟確診者近距離接觸過。馬上

做處置。北美的文化非常尊重人民的選

擇權。所以政府不能強制你安裝這個軟件。

但是基於愛人及保護眾人利益的基督精神。

鼓勵大家都能安裝這個軟件。尤其是教會開

放時，這個軟件雖不能保證百分之百的防

護，但能多提供一層的保護。鼓勵大家都能

下載安裝這個軟件。 

你可以到手機上的 App Store 去搜尋關鍵字 

COVID Alert APP. 或到安省網站了解更多

的詳情。 

 

 

 

也請弟兄姊妹注意遵行預設(有標示)的座

位及地上的動線指示行動，以保持社交安

全距離。 

基本上各語還是自行決定自己要開放的時

程表。國語目前預定 9月第一週 (9/6)開

始在教會的敬拜。其他兩個堂也在積極籌

備。 

教會疫情應變小組近期內會在教會網站上

推出一系列的教育訓練說明和錄像。讓大

家熟悉安全規則。對於保護大家的安全，

人是最重要的因素。有再多的防範措施，

若是人不遵守，一樣起不了作用。請大家

一起的配合，保持弟兄姊妹的安全。即使

教會重啟，我們還是會同步進行現場直

我們又朝開放教會邁進了一步。上週六一

群物資組同工到教會把所有的動線，座位

安排及其他的準備事項都安排好了。教會

尤其是國語堂從硬件的角度上基本上是準

備好了。再下來就是人員訓練的準備程度

問題。 

教會一旦開放，三語會用不同的場地。國

語崇拜在大堂，粵語堂用副堂，英文堂用

新堂。各語會有各自的出入口，不交叉使

用。崇拜結束後，各堂負責自己場地的清

潔消毒，然後整個場地會閒置一整週確保

所有的殘留病毒都清除。國語的會眾要特

別注意不要從副堂出入，直接從大堂正門

進出。 

播。弟兄姊妹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要來教會崇

拜。這其中沒有對與錯的問題，疫情期間，安

全為上。也請繼續的為教會的安全重啟禱告。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 準備開放了 

加拿大宣道會總共分成六個區。每個區會設

有區會長及區會辦公室。區會的功能在於輔

導所屬教會，訓練工人，管理工人執照以及

宣道會牧師的按立及追蹤輔導。 

目前溫莎華人宣道會是屬於加拿大中區區

會，會長是 Stephen Harbridge。目前中區

有 70 間會員教會。宣道會教會就像是一個大

家庭。因為創始牧師辛普森牧師的異象是以

向萬民傳福音為宣道會的主要目標。宣道會

的會員教會家庭也是由許多語言文化種族的

教會組成。區會則提供各樣的資源如教會長

執訓練，領袖養成計劃，緊急應變指南如今

年的新冠疫情，區會也提供教會安全建議及

幫忙審核重啟計劃。 

中區區會目前專注於三個事工方向。 

一，領導訓練： 

透過領袖培訓計畫(Pathway program)和

學徒計劃，培養基督的工人及下一代教

會領袖。 

二，教會發展： 

提供教會長執會管理訓練，藉由健康教會

的概念協助發展地方教會事工。裝備地

方教會成為能傳福音，牧養群羊的教

會。 

三， 新事工發展： 

藉由開發新的模式的事工，將觸角伸到

社區之中。向住在我們週邊未認識主的

鄰舍傳福音。 

聖經告訴我們基督徒是以基督為元首，

互為肢體來彰顯神的榮耀。宣道會正是

尋這樣的原則，突破地方教會的藩籬，

以會員教會互為肢體的方式擴展神的國

度。 

宣道會消息： 中區區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