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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網站:

牧師的話

鈕則剛 牧師

本期摘要

昨晚听到有一对
多岁的台湾
夫妇，从美国探亲回到台湾后先
生、妻子都
确诊。
经一个月左右的治疗后，妻子康
复，但是先生却仍旧不幸辞世。
大概一个多月前有一则新闻说到
一位底特律约
岁左右的公交
司机在执行公务的时候直播，提
到他有一天在开车的时候，公交
车内有人不断地咳嗽，让他觉得
心中实在忧虑。几天后又有一则
新闻说到这位司机
确诊，并在不到 个星期后病
逝。
相信类似这样的小故事、悲剧在
这段期间比比皆是。 “凡事都有
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生有
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

栽种的也有时。”（传三
～ ）所罗门王蒙启示精确地
描述了人类因为罪的缘故所带
来的死亡悲歌！
死亡的悲歌！我们的周围有许
多人会认为疫情、疾病，乃至
于死亡意味着终点、绝望，但
是“论到他儿子 — 我主耶稣
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
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
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 神
的儿子。”（罗一 ～ ）圣
经中记载到有个名叫拉撒路的
人因病过世并已入土，但耶稣
却对他的亲人说， “复活在
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
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
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

吗？”（约十一
～
）对于
神的儿女来说， “你是我藏身之
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
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诗三
十二 ）因着信，我们确信身体
的死亡不是终点，而是与神同行
旅程中的一个标点符号！
这段时间正是神的儿女见证复活
生命的时候。有位牧者说基督徒
应当作耶稣 “道成肉身的见
证”。我们有没有在这段期间、
乃至于一生中以 “不见一人，只
见耶稣” 当作我们的座右铭呢？
我们是否愿意在每天的动静起坐
中让身边的人看见耶稣，让他们
听见得救的乐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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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煉中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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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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接到他們的 YouTube
錄影直播室(9:30am).

上午 10:30 AM 開始直播

線上直播

宣道會簡介：
禱告會

環球宣教事工

每周四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
疫情期間孩子的身心健康

英文主日學：
每周日 10:30AM 透過 Zoom 進行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

兒童主日崇拜

j/81599862778?

主日

pwd=eWNTUWNNMmRwbXhuRlN1Mjd1

直播

從

bXZiQT09
Meeting ID: 815 9986 2778
Password: 532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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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士消息: 陸威牧師夫婦
(Albert and Elaine) ‐ 台灣
台灣的疫情繼續好轉並穩定，
各項社區活動逐漸恢復。求神
繼續帶領他們的各種外展活
動。

5/17 王天聲牧師
主題: 仗着十字架夸胜
經文: 歌羅西書 2:12-15
下週 (5/24) 主日
講員: 陳昕華長老
主題: 一切盡在基督里
經文: 歌羅西書 2: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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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班訓練: 1:30PM WebEx
禱告會
每周四晚上

溫 宣 週 報

試煉中的喜樂— 英文師母 Kathy Mclean
今天是特別難過的一天，經過一個月待在地

關了燈，待在被窩裡嘗試再補一眠，但沒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這麼晚才了解我所經歷

下室與孩子隔離的日子，今天早上醒來，心

用。試著看我最喜歡的電影，也只能暫時轉

的，因為這樣的情形已經在我的過去發生過

情特別的低沉。這樣的情緒對我來說並不常

移一下。感覺好像整個世界沒有一點值得喜

幾次，每次神都藉著試煉把悲傷轉為喜樂和

見，也許是因為昨天晚上沒睡好，也許是真

悅的事。

感謝。祂是信實的！雖然當我寫下這段分享

的想念與孩子面對面的互動。今天我的脾氣
相當的壞，心中充滿了憤怒，挫折；看甚麼
都不順眼。眼淚不爭氣的一直落下。我試著

的時候還是含著眼淚。但我會禱告並欣然接
Rob 傍晚的時候找我出去散步。他的診斷是我

受神放在我身上的試煉。因為我知道這是神

跟人停止接觸太久了，需要與家人，至少是

用祂大能的手塑造我成祂合用的樣式。而且

最親愛的先生說說話。在散步得時候，我忽

我知道經過這些試煉，等著我的是意想不到

然瞭解到抓住我的情緒是悲傷，一種塵封已

的喜樂和平安。

久的感覺。我知道這是一條引領我往更美好
境地的途徑；一種美好事物來臨之前的黑

(英文師母 Kathy 是溫莎地區醫院的心臟科

暗。神允許我經歷這樣的情緒，並透過承認

護士，最近因為新冠病毒的關係，即使是下

自己的無力來學會倚靠祂，以至於從祂的寶

班時間回到家也獨自在地下室與孩子隔離。

血得醫治。

向抗疫前線工作的醫護及其他行業從業員致
敬。)

宣道會簡介： 環球宣教事工
宣道會自創會以來一貫的宗旨，就是執行耶穌
基督的大使命。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
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馬太
福音 28:19)． 創會牧師辛普頓牧師更是重視
未得之民間福音的重要性。

區域。目前環球宣教分成五個任務區：

各國。

一，太平洋到大西洋：加拿大本土福音事工。

目前加拿大宣道會的環球宣教事工集中在所謂
的 10-40 福音區，這是只分布在北緯 10 到
40 度之間，福音傳播資源和信主人數最少的

三，沙漠之沙：北非國家。

環球宣教事工目前有約 250 位全職宣教士在這
些工場為主傳福音。其中有 40%是在國家立法
禁止傳福音的地方服事。我們每年的環球宣教
基金奉獻就是支援這些宣教士的薪資及事工。
請弟兄姊妹在禱告及金錢支援上支持這些在前
線打仗的弟兄姊妹。

二，加勒比海陽光：中南美洲加勒比海沿岸國
家。

四，絲路：從中國西疆到中東各國家。
五，亞洲香料：從東北亞，中國東岸到東南亞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疫情期間孩子的身心健康
因為新冠病毒的緣故，學齡的孩子已經從三月
間取代靈修。
初春假就待在家裡。剛開始一兩週沒有學校， 二. 彼此關心，有意識的訂一些與孩子溝通的時
沒有作業的生活，也許還蠻高興。但隨著居家
間，可以一起做一些小的專案如整理庭院，
隔離的時間拉長，每天新聞對疫情的報導，和
或做手工。有青少年的孩子，提醒他們定期
對未來的憂慮，如果又加上家庭經濟受疫情影
與朋友尤其是教會團契的契友聯絡，教會不
響，如何調適心情並維持身心的健康，連對成
是一個建物，這個時間，正是基督徒做相愛
人都是一個挑戰，更何況是孩子。以下是一些
見證的時候。
建議：
三. 注意孩子有沒有陷入一些成癮的狀況。如果
一. 建立居家生活的節奏，跟孩子一起坐下來
整天關在房間上網，需要在孩子深陷成癮陷
討論，把每天的時間表訂下來，週末可以
阱前用其他的活動把孩子的注意力引開。
有與週間不同的計劃。有意識的訂一些家 四. 誠實的跟孩子分享疫情，根據事實，少以情
庭時間和運動來維持關係和身體的健康，
緒化的言語表達自己的意見。但若自己也有
靈修時間也很重要，可以訂一個跟孩子一
擔憂和情緒的困擾，也要跟孩子誠實分享，
起靈修的時間。年幼孩子則用聖經故事時
並做孩子的榜樣藉禱告和倚靠神來克服。

神是我們的倚靠，祂也仍然掌權。我們在基督
裡的福分，就是在困難中我們因著永生的盼望
就可以有平安。這也是孩子認識耶穌基督救恩
好機會，趁這個大家都在家的時間，將孩子帶
到基督前領受祂的救恩，才是孩子一生的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