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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福音教會是一些從小在基

督教價值的環境中長大的人所組

成的。當我小的時候，連非基督

徒父母都會送孩子到教會參加兒

童主日學或參加教會辦的夏令

營。學校每年會發新約全書給孩

子，每天早上在學校要念主禱

文。來教會聚會的慕道友或新信

徒多少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有接

觸到基督教的教導或影響。 

但是進入 21 世紀，這樣的情形改

變了。從來未曾參加教會，接觸

過基督信仰或讀過聖經的人現在

成了教會人口的主要來源。整個

社會的風俗也更黑暗，破口更嚴

重且世界的綑綁也更緊實。在這

樣的景況下，要在這個禾場上收

割，並且教導新信徒成為門徒是

一件極複雜的事。問題是，我們

準備好面對這樣的征戰了嗎？  

他(耶穌)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

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

羊沒有牧人一般。馬太福音 9:36 

。耶穌看人的眼光跟當時的宗教

領袖不同。法利賽人把外邦人當

犯罪的人並且論斷他們。耶穌則

是把他們當成被罪挾制的被害人

並憐憫他們。憐憫是一種想要緩

解他人的苦難的渴望。我們是用

甚麼樣的眼光看待我們的社區? 

我們有透過耶穌的眼看待這個世

界嗎？我們如何回應我們的社區

決定於我們用什麼樣的眼光看他

們。 

完美主義和它醜陋的姊妹”缺乏

包容“，在今天的教會產生很多

的衝突。就像耶穌時代的法利賽

人一樣，宗教的完美主義容不下

那些靈裡雖已得救，卻需要時間

成長的基督徒。這些人在吃奶的

基督徒階段，需要花比上一代更

長的時間。 

耶穌基督對他的門徒說 : “要

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 所

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

出去、收他的莊稼。馬太福音 

9:37-38”但如果工人將莊稼帶

入你的穀倉，你要如何看待他

們？面對一些同性戀族群，藥

物，性成癮甚至性工作者，他們

或許已得救，但生命上需要更多

的時間來經歷神的醫治和更新，

在行為上還沒見到明顯改善。我

們要如何對待他們？ 

如果我們沒法照顧好神所託付的

莊稼，一直求神興起工人去收割

是沒有意義的，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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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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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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堂: 
主日崇拜 

上午 9:30 AM 開始直播  

講員：楊喆長老 

主題: 基督徒的生活態度 

經文: 歌羅西書 4:2-6 

下週主日：(8/30) 

講員:陳衛田弟兄 

經文：歌羅西書 4:7-18 

成人主日學 11:00 AM 

禱告會 每周四晚上 �����=R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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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宣道會中區區會會長 



加拿大政府宣布新一波新冠病毒工作保險紓困方案 

3DJH�� 
溫 宣 週 報 

針對即將到期的緊急反應福利金(Canada 

Emergency Response Benefit (CERB))加拿

大政府於 8/20 宣布了新一波的福利措施。加

拿大聯邦政府於 8/20 宣布了新一波的紓困

案。早在三月份，新冠疫情開始在加拿大爆

發的時候，加拿大政府宣布了緊急反應福利

金來幫助因為封城導致的大批失業人口。現

在隨著經濟逐漸開放，政府也有意將緊急反

應方案回歸正規的工作保險 (EI) 之中。同

時也顧及因新冠疫情的衝擊，還無法回歸正

常工作崗位的人。 

新一波的紓困方案如下: 

新的福利將從 9/27 號正式開始，目前即將結

束的緊急紓困福利則會延長四週以配合新的

紓困案時間點。新的福利措施會延續一年。

以下就是這次公布的新措施。 

針對目前已在領 CERB 或一般 EI 請領者 

· 只需 150 小時工作時數就可繼續請領 EI 

· 最低給付每週$400 

· 可請領最低 26 週的福利 

為了可以讓申請人以 120 小時時數申請 EI，申

請人在申請時 EI 會自動加 300 小時的工作時數

到申請人的帳戶。如果申請特殊需要福利的 

(包括疾病，懷孕，育嬰假，照顧假等) EI 會自

動加 480 小時。 

額外的福利 

· 加拿大恢復疾病福利 

在 9/27 號以後一年內，如確診新冠感染或因

接觸感染源需隔離者，可請領兩週每週 500

元的疾病福利金。 

· 加拿大恢復照顧者福利 

在 9/27 號以後一年，家中有幼童者如果因為

學校或日托中心關閉，需要在家照顧而無法工

作者，可以請領每週$500，最多 26 週的緊急

照護福利。 

欲知更多詳情，可造訪加拿大政府網站: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

development/news/2020/08/supporting-canadians-

through-the-next-phase-of-the-economy-re-opening-

increased-access-to-ei-and-recovery-benefits.html 

崇拜。 

· 到教會時請將填好的問卷帶著，投入問

卷箱。 

· 進入教會前，招待會先為您量體溫，如

果超過 37.8。C，就不能參加聚會。 

· 在教會時須全程戴口罩 

· 進教會前及散會離開時請以搓手液洗手 

· 請隨時注意保持安全距離  

- 按地上的標記排隊入教會 

- 遵行地上標記的動線及招待指揮移動 

教會的重啟正式的進入倒數計時。為了

確保來教會聚會會友的安全，我們請所

有弟兄姊妹一起來適應新正常防疫生

活。下面就是到教會聚會時的步驟： 

· 早上離家前，請填寫健康狀況問卷，

請務必留下英文姓名及電話，一人一

份健康問卷。 

如果在健康問卷上，你發現任一題答

案是”是”的，請留在家中參加線上

- 照著標記的座位入座 

- 避免肢體的接觸，遠距打招呼，不要握手

或擁抱 

文長下期待續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 

宣道會中區目前有 70 間會友教會，區會的教

會發展事工，是以健康教會的概念來協助地

方教會的發展。什麼是健康教會?中區將健康

教會定義成在屬靈，團契，異象和治理結構

上都成熟的教會。藉由輔導會友教會成為健

康的教會，培養合用的工人來推動環球宣教

事工。 

中區教會發展事工提供的資源有： 

1. 教會健康評估。 

無論是在過渡(領導牧師交接)時期,或尋求

通過定期的「檢查」,教會健康評估(CHA)是

一個以問卷來評量教會健康程度的客觀指

標，可以幫助教會領導了解教會的現況和訂

定未來的目標。 

2. 治理培訓講習。 

治理講習旨在幫助牧師及其長老了解他們

在教會的引導和治理中的作用,既包括聖經

和在法律上作為教會和非營利機構的長執

所需要知道的基本了解。 

3. 聘牧協助。 

聘請新牧師是教會的重要屬靈旅程之一。因

此區會提供會員教會的長執會聘牧的輔導，

包括宣道會聘牧流程及屬靈的準備，以及工

人執照審核的協助。確定在聘牧的流程上為

會員教會在屬靈的層面上把關。 

4. 過渡期輔導。 

在教會面臨新舊牧者交接的時期，常常是撒

旦攻擊教會的時機。區會提供過渡期輔導服

務並可暫派輔導牧師來協助地方教會度過這

樣的過渡期。 

藉由以上的事工，中區區會扮演所有中區教

會大家長的角色，提供教會發展必要的資

源，來建立拓展可以為神所用的教會。 

 

宣道會中區：教會發展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