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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圣经以赛亚书
章
节那里说:”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
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
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如今新冠病毒终于使喧嚣的世界
静下来了，躁动的世界终于静下来
了，焦躁的世人也渐渐地静下来了。
曾被人类关在笼子里的野生动物终于
成功地将人类也关在了“笼子”里，
人类终于低下了那颗骄傲的头脑，开
始静静地思考：我们还是地球之王
吗？人类终于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
上天的威力和人的渺小。
如今贪婪的心正在被病毒净化，
爱吃的嘴也正在被病毒惩罚，一天到
晚泡在灯红酒绿场所的人已被病毒赶
回家，流连忘返在牌桌上、酒桌上和
赌场里的人也主动回了家。街上的人
越来越少，路上的车看不到几辆，空
气开始变得清新，雾霾也不见了踪
影，天空越来越蓝，太阳越来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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惫时，神的话给我们带来平安， 现
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作为人类已经达
到了极限。 不管我们如何的尽力，
每天都有更多的病人死亡。 我们筋
疲力尽，我们已经有两个同事已经去
世。我们意识到人能做的事已经做尽
了，我们需要上帝，当我们有几分钟
的空闲时间时，我们开始问自己一些
问题，我们彼此交谈，我们无法相
信，我们从无神论者已经成为有了平
安的信徒，我们祷告求上帝帮助我
们，以便我们能够照顾病人。昨天，
这位
岁的牧师去世了，尽管我们
这里三周之内有
多人死亡，但
我们所有人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
我们之所以没被摧毁是因为那位老牧
人在他逗留期间设法为我们带来了从
耶稣基督而来的平安。”
通过这场瘟疫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才是人类真正拯救的舫舟，耶稣基督
才是世界唯一的平安与盼望。耶稣基
督曾应许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
难，在我里面有平安(约
。让
我们在家这段安静的时间里，真正学
到上帝借着疫情让我们学习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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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堂:
我們上線了! - 線上崇

家庭变得越来越温馨和睦，人们
的心也变得越来越安静、淡定。
多年不看书的人在家里捧起了
书，从不管孩子的家长和孩子有
了亲子沟通，一年说不了几句话
的夫妻打开了话匣，不知道孝敬
老人的子女也开始尽孝道。
病毒给人类上了生动且深刻的
一课，它让我们懂得了敬畏上
帝，它也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
“岁月静好”，它更让我们感受
到了人间真爱，它让我们渐渐走
上爱的“回归之路”，我们真的
应该感恩这个“敌人”，我们需
要这样的“敌人”经常给我们
“提醒”，给我们“赋能”。让
我们安静下来，放下我们的骄
傲、浮燥，静静地思想上帝让我
们学的功课。
一位意大利医生见证说:”九
天前，一位
岁的牧师来找我
们，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他有很
大的呼吸系统疾病，但他却给临
终的病人读圣经，神的话紧紧地
抓住病人的心，也打动了我们这
些医务人员的心。 当所有医生都
感到疲倦，沮丧，心理和身体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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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線上崇拜

廣東堂:

國語堂:

主日崇拜

主日崇拜
上午 10:30 AM 開始直播

粵語弟兄姊妹可登入仕嘉堡華
人宣道會網上崇拜. 若遇到有
技術錯誤, 可登入
www.scac.org 點擊網上崇拜,
連接到他們的 YouTube
錄影直播室(9: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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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組時主席會先帶詩, 分享. 宣
佈祈禱事項後分小組祈禱. 有疑
問可與

聯絡.

4/19 楊磊弟兄
主題: 來自遠方的牧養
經文: 歌羅西書 2:1-5
下週 (4/19) 主日
講員: 吳曉光弟兄
主題: 四重福音
經文:路加福音 4: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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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會
每周四晚上

溫 宣 週 報

我們上線了! - 線上崇拜須知
新冠病毒的疫情，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習慣及
模式。教會的聚會，也因著疫情的發展，一一
的取消，以線上進行的方式進行。感謝神，神
給人的智慧研發出了現代科技。所以雖然足不
出戶，但我們仍然能夠藉由網路進行大部分教
會的聚會。主日崇拜是我們一週當中最重要的
一個聚會。弟兄姊妹主日一起在教會齊聚一堂
來敬拜神。主日崇拜的中心乃是我們的主耶穌
基督。所以不管能不能實際的在一處聚會，敬
拜的心應該是一樣的。下面是幾點參加線上崇
拜的建議：
1. 請像參加平日主日崇拜一樣的準備心參加。
周六晚不要熬夜追劇，提早上床，所以主日
早晨可以準時準備好來敬拜。
2. 不要穿睡衣參加線上崇拜，雖然沒有人看得

到，但神知道。崇拜是到我們的神，萬王之
王，萬主之主面前來敬拜祂。我們參加世上
的工作面試尚且要穿著整齊，更何況見這位
天地萬物的主宰？著裝的標準不應比平常到
教會崇拜來得輕鬆隨便。

“選”教會聚會時。已經沒有敬拜神的心了。
新冠病毒讓我們更深入的了解，教會不是一個建
築物，乃是基督的身體，未來的新婦。願大家週
日都帶著虔敬順服的心一起來預備好來敬拜唯一
真神。

3. 可趁這個時間全家一起參加敬拜，平常國語
堂和英文堂的聚會時間一樣，常常不能跟孩
子一起敬拜。但在疫情期間，崇拜的時間沒
有重疊，可以趁機跟孩子一起敬拜。
4. 不要在網路上像轉頻道一樣挑選教會的線上
敬拜。敬拜不是看電視，網上或有許多很有
恩賜的牧師同時也在領敬拜。但是我們是來
敬拜，中心是神。不是來上主日學，只在乎
我們自己的成長。事實上，當我們輕看神賦
予教會牧師的權柄，去憑著自己的喜好

宣道會歷史—羅伯.傑弗瑞
羅伯.傑弗瑞 (1873-1945) 是加拿大宣道會的

羅伯經過禱告，計算順服呼召所需付的代價，

先到越南成立差傳中心，後來更成立中國海外

宣教士。羅伯在 16 歲時信主得救。並在很年

毅然的決定放棄家庭，財富及安適的生活，獻

宣教聯盟 (Chinese Foreign Missionary

輕時就在宣道會創會牧師宣信牧師創辦的紐約

身主的呼召，

Union)，將福音傳到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泰

宣教士訓練中心學習。在這期間，他確定得到

將福音傳給未

國等地。

乎召到中國傳福音。羅伯出身於一個富裕的家

曾聽過福音的

像羅伯宣教士一樣，加拿大宣道會的宗旨就是

庭。他的父親，一位第一代從蘇格蘭移民到加

人。1897 年，

遵守大使命，將福音傳到地級。加拿大宣道會

拿大的移民，是當時多倫多郵報，目前環球郵

24 歲的羅伯被

於 2016 年開始傑弗瑞計劃 (Project Jaffray)

報(Glob & Mail 和 CTV)集團的創辦者。他的

宣道會差派到

專門向全球福音最貧乏地區(Least-reached

父親有意將自己創建的媒體王國交給兒子羅伯

中國廣西的梧

People Group)傳福音。

繼承。但有一個條件，就是他要放棄作為一個

州服事。並以

下週我們將進一步介紹傑弗瑞計畫。敬請期

宣教士的呼召。

梧州為基地，

待。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當心異端
在災難疫變發生的時候，人心特別容易想要尋
求神。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也特別得想知道到
底神的旨意何在。因為人心有這樣的迫切感，
所以上網尋找答案的人也多了。但上網尋找答
案的同時，弟兄姊妹們千萬要警醒。耶穌基督
所警告的假先知及敵基督也在努力工作，希望
把神的羊群擄去。

的，請與牧師長老們聯絡，確保不被敵基督的謊
言迷惑。

1. 東方閃電 2. 全能神教會 3. 考察東方閃
電 ─「跟隨基督腳蹤」4. 追蹤東方在閃電
5. 贊美來到錫安 6. 這裡的羊兒有草吃 7. 解碼
聖經 8. 追逐晨星 9. 荊棘冠冕 10 誰在見証神
11. 走出荒漠 12. 與主約會 13. 聖靈的動態
在華人族群中近十年來最猖獗的異端就是全能 14. 聖靈的腳蹤 15. 中文聖經網 16. 探討天國
神教會(之前稱東方閃電)。這是一個屬於敵基 路 17. 全能神教會__神話感動我的心 18. 東方
督的邪教。專門的目的就是拆毀神的教會。全 閃電 榮耀的君王全能神 19. 上帝的佳音 20. 尋
能神也運用大量的媒體攻勢，運用五花八門的 找牧羊人 21. 不要忘記主的救恩 22. 你的名永
類似基督教名稱的網站，攻佔 Google 搜尋的排 遠被高舉 23. 跟隨耶穌腳蹤網 24. 敬畏神遠離
行，讓求知若渴的基督徒上當受騙。以下就是 惡 25. 榮耀領域 聖靈水流 26. 尋求人生之道
一些全能神所設立的網站名，請弟兄姊妹千萬 27. 尋求真理之路 28. 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9. 一
起來到上帝面前 30. 宇宙神學論 31. 認識神 敬
要警醒。若看到不明網站覺得教義上有疑慮
畏神 32. 來到迦南地 33. 小小跟隨者 34. 做聽

神聲音的羊 35. 新耶路撒冷 36. 全能神教會小
草跟隨者 37. 你聽主耶穌叩門的聲音 38. 認
主歸宗 39. The Bible and God 40. 合神心意
的敬拜者 41. 人為什麼活著 42. 基督徒團契
43. 我來到主身旁 44. 神的愛是對人多麼的重
要 45.「千首精選贊美詩」是東方閃電的詩歌
46. 海外基督徒 (互相扶持) 47. 末日逼近了
48. 聖經易讀 49. 迦南美地 50. 天賜甘霖
51. 探討東方閃電 52. 新耶路撒冷 53. 聆聽主
音 4. 誰在見証神 55. 國度降臨福音 56. 東方
之光 57. 走進迦南地 58. 國度降臨福音網
另外北美的異端耶和華見證人及摩門教也趁機
非常的活躍。願我們的保惠師聖靈親自的保守
弟兄姊妹的心懷意念，不被這些異端所攪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