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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網站:

牧師的話
这两天在一个关心海外学子的微信
群中出现这么一个聚会邀请的海
报，上面写着，“校园团契的美好
时光结束了，我单身，失业，找不
到教会 … 上帝关心我的爱情和面
包吗？”

鈕則綱 牧師

本期摘要

其实每当我们在遇到类似的不确定
季节中，都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我被
，下一个工作在哪
里？” “最近这疫情搞得工作真
难找啊！” “我年纪都这么大、
出头了，人家还会要我吗？”
能不能问？当然！有一个宣教士在
一次回国述职的时候带全家到一个
海边游玩。当他看着孩子们不亦乐
乎地玩水、一边准备烧烤的时候，
突然悲从中来，泪流满面， “主

啊，难道这就是我得到的一切
吗？我的同侪一个个事业有成、
功成名就，但是我呢？天天面对
着不确定的未来、将来会到自己
的国家不知道住哪里、退休
…” 就在此时，两段经文出现
在脑海里， “不但如此，我也
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
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
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
着基督”；“弟兄们，我不是以
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
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 神在
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
赏。”（腓三 、
）他
在泪水中知道是主给了答案，安
慰他。

能不能问？可以！我也问过类似的
问题，但主给我的是另外两段经
文，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
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
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
指望。”（耶二十九 ）“神既
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
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
赐给我们吗？”（罗八 ）我们
的主似乎清一色要祂的儿女明白一
件事：在任何季节中，有了祂就有
了一切！
主是我们的一切！这样就够了，不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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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主日崇拜—請到教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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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堂:

體察神的心意 — 楊喆

主日崇拜
線上直播

宣道會簡介：

禱告會

宣道會的願景事工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
何時可以恢復聚會?

每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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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線上崇拜

廣東堂:

國語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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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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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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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有因疫病生活甚至生命
受影響的人禱告。
3.為國家領導人禱告，求神賜
智慧走出疫情危機。
4.為醫療前線人員和返回工作
崗位的弟兄姊妹禱告。

上午 10:30 AM 開始直播
6/7 鈕則綱牧師
主題: 思念上面的事
經文: 歌羅西書 3:1-4
下週 (6/14) 主日
講員: 王天聲牧師
主題: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經文: 歌羅西書 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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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察神的心意 —

楊喆

主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的王阿、你們應當

出、必要直往前行、由對門而出。 以西結書

旨意。 羅馬書 12:2

知足．要除掉強暴和搶奪的事、施行公平和

46:9

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們必須時時挑戰自己的

當我們信主之後，聖經告訴我們我們是新造

想法，是根據屬世的價值觀還是屬神的價值

的人。這新人是因著十字架的寶血得以重

觀。時時倚靠聖靈的引導，體察順服神的心

在以西結書 45 章，神吩咐他的子民兩件事；

生。我們要知道我們是誰，脫離我們以前舊

意，而不是照自己的情慾而行。

1. 執行神的公平及公義，讓萬邦萬民，不分

人的樣式。過去幾個月，我們的生活經歷前

種族，都能領受神的慈愛，公義及恩典。

所未有的挑戰。我們必須警醒，時時提醒我

(以西結書 45:9-12)

們自己，作為一個基督徒，如何能用不同的

公義、不再勒索我的民．這是主耶和華說
的。 以西結書 45:9

2. 敬拜神並尊主為大。 (以西結書 45:1316:8)
在各節期、國內居民朝見耶和華的時候、從
北門進入敬拜的、必由南門而出．從南門進
入的、必由北門而出．不可從所入的門而

6 月 2 日靈修筆記

方式，基督的方式來回應這一切發生的事。
我們無法控制在我們周遭發生的事，但在主
的恩典中我們有完全的自由去採取屬神的態
度來回應這些事。保羅在羅馬書寫到: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

宣道會簡介： 宣道會的願景事工 (Envision Canada)
願景事工是直屬加拿大宣道會的法人機構。其
目的是輔導並門訓有神的呼召進入宣教事工的
工人。並藉有系統，根據屬靈恩賜的培訓，培
養各類宣教同工或宣教士進入環球宣教工場。

3. 架橋：
對於已有地方教會服事經驗，被神乎召進入

宣教事工的弟兄姊妹，架橋事工提供 2 到 9
個月的中宣機會，讓有心更進一步參與宣教
的同工有裝備的工場。
4. 學徒計畫：
兩年的學徒計劃來培訓未來的工人。

願景事工透過以下的事工來達成培養宣教工人
的目的：

5. 事業：
宣道會的全職工人可以在下列不同的事工方
向根據自己的屬靈恩賜來事奉:
1. 牧會和值堂
2. 專業及事業輔導
3. 公義及慈惠事工
4. 牧者支援如宣教士子女教育

1. 短宣：
從連絡工場，組織到培訓，多方位的協助有
意參加短宣的弟兄姊妹，教會或團契透過短
宣接觸工場。
2. 實習：
有意成為宣教士的實習生可以透過實際的在
工場實習從屬靈和實際經驗方面來裝備自
己。

如果弟兄姊妹有呼召進入宣教工場。歡迎聯絡
願景事工，該事工有完整的培訓平台幫助裝備
神的工人。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 何時可以恢復聚會?
隨著疫情時間的延長及安省公布經濟重啟的
計劃，大家可能都在問的問題是：我們甚麼
時候可以回到教會聚會？教會緊急應變小組
也在三周前就已經開始了重啟教會的規劃。
目前因為疫情還是反覆多變，所以應變小組
不會採用固定的時間表，重新開放實體聚會
會跟據準備的成熟度來決定。
主要的考量有下列三點：
1. 要配合政府開放的腳步。安省目前在重啟
計劃的第一階段，教會等群眾聚會則是排
在第三階段開放。我們不會在政府允許教
會聚會之前恢復聚會。

2. 我們有沒有完善的程序和訓練來保護會眾及
事奉同工的安全。
3. 我們有沒有足夠的設備及資源來保護會眾及
同工的安全。
即使是上面三樣都具備了，我們仍然會採取較
保守的方式逐漸開放，而不是一下全恢復所有
的聚會。各堂也可以根據自己的準備程度決定
自己開放的時間及程度。不需要把大家綁一
起。
在實體聚會還沒有開始的同時，還是要請弟兄
姊妹儘量留在家裡。抱持安全。但不要忘記，
教會不是一個建築物而已。我們雖然不能在主
日見面，但是我們還是彼此相愛，一起互為肢

體同跑天路的一群弟兄姊妹。我們有聖靈在
我們之間。透過禱告，讀經，互享關懷，我
們還是可以向世人見證神的榮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