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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沙法便懼怕、定意尋求耶和

華．歷代志下 20:3a 

每當我有重大決定需要做的時

候，我會將決定帶到主的面前經

過禱告之後再做決定。這樣會使

我對我做的決定更加的自信。因

為我知道這不是我的決定，而是

經過主的帶領。即便結果不是我

想像的，但我仍知道這是主所允

許的。 

在歷代志下二十章中，當約沙法

王得知猶大的敵人們的聯軍要集

結犯境的時候。約沙法王的反應

是去尋求耶和華神。他沒有花錢

去請其他國的傭兵，也沒有靠自

己的謀略去應敵。他和人民第一

件事是求神的幫助。 

神給約沙法王及眾民的回答是祂

會親自施行拯救，不要懼怕。所

以第二天約沙法率軍迎敵。他們

已沒有武器的敬拜團走在最前

面，帶領全軍敬拜神。當他們抵

達戰場時，戰役已經結束，神讓

聯軍誤以為對方是敵軍，互相殘

殺。數十萬大軍沒有一個逃脫

的。 

基督徒一樣會面對艱難的處境。

有時試探來臨的時候，我們會不

禁質疑神，到底神是存在嗎？為

什麼神要這樣為難我們。我們有

可能在面臨困難或抉擇的時候不

知不覺有回到靠自己的聰明及謀

略來做決定的老習慣上。這時我

們要提醒自己回到神的面前安

靜。神愛我們，斷不會放我們在

艱難險阻中獨自面對。我們若尋

求祂，祂必然保守我們的心懷意

念。讓我們在凡事上仰望我們創

始成終得神。願所有弟兄姊妹都

能在神的大能中尋得保障及平

安。 

“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著

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

要的告訴 神。神所賜出人意外

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

你們的心懷意念。”腓立比書 

4:6-7 

 

本週活動摘要 

線上主日崇拜—請到教會網站:&$&�&$ 參加線上崇拜  

英文堂: 

主日崇拜 

�����$0��線上直播 

禱告會 

每周四 �����30�WKURXJK�
=RRP�0HHWLQJ 
 
KWWSV���XV��ZHE�]RRP�XV�
M������������« 

0HHWLQJ�,'�����������
���� 

3DVVZRUG�������� 

英文主日學： 

本週英文主日學暫停一次 

兒童主日崇拜 

主日 ɿʌɶɶ��B�從 w���ʒ���

直播 

牧者的話 � 

本週活動摘要 � 

一些參加網路會議的秘訣  
� 

宣道會消息： 環球宣教

基金 

 
 
�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 

– 需要同工 

 
� 

本期摘要 

牧師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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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光弟兄 

主題: 合二為一 

經文: 歌羅西書 3:18-19 

下週主日：(7/26) 

講員:陳衛田弟兄 

經文：歌羅西書 3:20-21 

成人主日學 11:00 AM 

詩班訓練: 1:30PM WebEx/Zoom 

禱告會 

每周四晚上 �����=RRP 

鈕牧師因為身體不適，需要一段時

間休養，將於 7/19 到 10/18 請病

假三個月。請弟兄姊妹代禱。  

Pastor Rob Mclean 



一些參加網路會議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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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

因為各種防範病毒傳播的措施，我們現

在大量的倚靠電子媒體來從事我們一些

日常的活動。尤其是查經及禱告會，都

會用到 Zoom，WebEx 或是 Wechat 等通訊

軟件。下面就是一些參加網上會議的小

竅門。 

1. 不說話的時候關靜音。線上會議最大

的困擾就是雜音。有時太靠近麥克風

的呼吸聲，在電腦前打字，都會造成

很大的雜音，所以沒有講話時候關靜

音會使會議品質提高很多。 

2. 用耳機。另一個影響聲音品質的是麥

克風及喇叭的音量。有人為要聽得更

清楚，會把喇叭音量放大，這時麥可

風會收到喇叭的聲音，造成回受。現

代的麥克風都有自動過濾環境噪音功

能，麥克風偵測到喇叭發出的音量過

大，就會自動減低收音量。結果就會

發生講話時對方聽起來你的聲音忽大

忽小，通常大家都以為這是網路品質

的問題，其實是跟音量有關。解決方

式就是用耳機聽，或將喇叭音量關

小。 

3. 打開攝像機。在很多的工作場合會

議，通常為了減少公司網路負荷，參

與者的攝像頭都是關起來的。但是教

會查經班有團契的功能。打開攝像頭

能拉近人的距離，增加參與感。若大

家都關閉攝像頭，帶領者常常會有在

自說自話的感覺，也感覺必較不受尊重。

打開攝像頭也讓參與者保持警醒，不容易

分心，對團契的影響也比較正面。 

4. 用網路筆記本儲存會議訊息。很多會議邀

請都是透過微信或 WhatsApp 發送，其中

的連結直接點可能沒有辦法直接作用。可

以將會議訊息複製到網路筆記本，如

Google 的用戶可以用一個軟件叫做 Keep. 

或把會議訊息轉寄到自己的電郵。這樣就

可以在電腦上點連結來進入會議。  

新冠病毒造成許多的所謂的新正常。學新的

網路科技來維持正常生活功能就是其中一

項。但活到老能學到老，也不失為一種福

分。 

準備組： 

場地準備組目前計劃 8/2(週六)早上 

9:30 到教會整理場地，包括畫標記，收拾

公用聖經及詩本，設動線等。需要 5-6 名

志願者。因為要維持社交距離及聚會人數

限制，請有意來幫忙的同工跟粵語長老

Philip 或國語高光福弟兄先報名。 

準備組也打算做一些宣傳海報及錄製一些

影片供會眾了解以後來聚會的流程及安全

事項。若有感動參與錄製的 (我們需要導

演，攝影師及演員)，可以跟 Philip 和光

福弟兄報名。 

兒童事工：聯絡人 楊喆 

目前教會的重啟計劃已進入執行期，各項

的準備及訓練工作正如火如荼的展開。有

一些區塊需要同工參與服事，現在正是需

要的時候，請弟兄姊妹把握這些服事神的

機會。下面就是一些需要人的崗位。 

招待： 

因為安全措施的關係，我們每週需要的招

待人數幾乎要比疫前加倍。需要許多服事

人員。目前招待組預計八月上旬會舉辦集

訓。請大家跟負責同工報名。英文堂可以

找 Sarah Yang. 國語則是蔣純青姊妹。

粵語目前沒有負責同工，若有人自願的，

可以聯絡郭錦偉長老。 

現在在教會的兒童主日學還暫不會開始。為 

了讓孩子們有一定的餵養，兒童主事工有推 

出一週一次的聖經故事錄影，一集約十分 

鐘。 目前有五位老師在輪流製作。徵求更多 

的同工加入。家中有青少年的這是很好的親 

子一起服事的機會。可以一起製作錄像。 

請大家一起為教會重啟禱告及報名服事。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 需要同工 

宣道會的創會牧師宣信牧師(Rev. A.B Simp-

son) 創立宣道會的時候。宗旨是以一基督徒

和宣教差會結合的平台，讓所有的基督徒一

起來參與實踐耶穌基督大使命的任務。所以

宣道會有總會，區會及會員教會的組織結

構。總會負責全球宣教相關事工，區會負責

植堂及教會建造，會員教會則是會員的牧養

及支持總會宣教的事工。 

環球宣教基金 (GAF) 涵蓋所有差遣及支持海

外國際工人(IW) 的費用—薪金﹑福利和不同

國家有關事工的費用；有部份是指定作訓練

國際工人用途。 

通過 GAF， 國際工人將福音帶到最少被福音

接觸的族群，就是從來沒有聽聞耶穌名字的

人。加拿大宣道會目前派在全球各地工場的

國際工人有約 250 人，由於新冠病毒疫情的

關係。今年的環球宣教基金特別的困難。到

6/26 日止，達成率只有全年目標的百分之四

十。我們教會也因為全部轉為線上奉獻的關

係，不再代收全球宣教基金。雖然今年較會

改變宣教基金結構，全年 9萬的宣教基金目

標其中有兩萬五由常費支出，其餘的六萬五

千部分還是要由弟兄姊妹的信心奉獻來達

成。鼓勵大家直接透過總會線上奉獻網頁奉

獻給環球宣教基金，為宣教的事工盡心盡

力。也為我們的環球宣教事工禱告。 

總會環球宣教基金奉獻網址： 

KWWSV���ZZZ�FPDFDQ�RUJ�JLYH�  

以下是環球宣教基金到六月底的收入狀況。 

  2020 年全年信心目標 $16,067,161 

  至今天的收入         $6,447,304 

  盈虧/不敷           (9,619,857*) 

  *2020 年全年信心目標 40.13% 

宣道會消息： 環球宣教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