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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網站:

牧師的話
這周日是父亲节，我恭祝所有做
父亲的，父亲节快乐。

王天聲牧師

本期摘要

里还专门为记念父亲和母亲有一
个节日, 让我们常常有机会感激
父亲节的发起人杜德夫人（John 我们父母的养育之恩, 也提醒我
B. Dodd），她是一位基督徒，她 们做父母的要尽到我们父母的责
任。
早年丧母，是她的爸爸威廉斯马
特（William Smart）将她家六
今天在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小孩没
个小孩带大，为了纪念她父亲的
有父亲, 有很多孩子他们一出生
养育之恩，她于 1909 年在华圣顿 就没有父亲。 近年来电话公司
州提意在六月的第三个主日为父
发现在父亲节打电话的次数比母
亲节，到 1966 年美国总统
亲节加增, 但大部分都是打
Lyndon Johnson 才正式的宣布这 Collect call, 让老爸来付电
一天为全美国的节日，1972 年， 话费。
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 今天做父亲的可能走两个极端,
on）签署正式文件，将每年的六
一个极端是小孩放手不管,认为
月第三个主日，订为全美国的父
管孩子这是女人的事, 在这个高
亲节，并成为美国永久性的国定
度个人主义的后现代社会里, 很
纪念日。
多人只是自己顾自己, 他们没有
感谢神在美国这个基督教的国家

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今天在美国
有三分之一的小孩没有父亲, 不
跟爸爸住在一起, 只是跟单身的
妈妈住, 很多孩子一出生就没有
爸爸, 有的小孩可能还有两个爸
爸或两个妈妈。
另一个极端就是太看重小孩, 把
孩子当成了偶像, 把他们当成了
小皇帝, 小孩宠的不得了, 要甚
么就给甚么。让我们都按着圣经
原则来做父母，也按着圣经原则
来养育儿女。
有一种幸福叫儿女，有一种温暖
叫关怀，有一种亲情叫父爱。父
亲节了，把最真的、最深的祝福
送给父亲，是儿女们的心愿。祝
所有父亲健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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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主日崇拜—請到教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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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堂:
一起面對不公義– 華里

主日崇拜

克牧師

線上直播

宣教士介紹： 張濬銳醫
生夫婦 Ace and Cecilia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
安省公佈教會聚會安全指
導原則

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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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醫療前線人員和返回工作
崗位的弟兄姊妹禱告
3.為在長期護理院的院友和員
工祈禱, 求主賜予他們平安和
安慰.
4.為粵語聘牧, 求主引領.

上午 10:30 AM 開始直播
6/21 楊喆長老
主題: 基督徒的工作觀
經文: 以弗所書 6:5-9
下週 (6/28) 主日
聚會時間： 9:30AM
講員: 陳衛田 弟兄
主題: 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
理，生命
經文: 约翰福音 14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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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面對不公義– 華里克牧師
當我們思想發生明尼蘇達州的喬治.佛洛伊德

因為聖經的教導，我們不能對不公不義不發

它們是從恐懼發展出來的。但我們有更強的

事件，我們為這樣不公義的事情仍然在 21 世

聲音。幾週前，在我的雅各書系列講道中，

武器，就是神的愛。在馬丁路德逝世 40 週

紀的今天發生感到難過。我們知道神恨惡不

我對最近因新冠疫情增加的種族歧視及偏見

年的紀念禮拜上，我受馬丁路德牧師家人的

公義。我們也會對不公不義的事義憤填膺。

事件提出警告。這樣的現象出於因為新冠肺

邀請到其在亞特蘭大的母會講道。在馬丁路

因為我們在主裡面都是同為肢體，所以我們

炎帶來的恐懼，當人懼怕的時候，會將自己

德牧師講道的講台上講道所感受到在主裡面

之中的一個人被不公義的對待，沒有人能忽

內心中最壞的一面展現出來。

跨過一切仇恨的藩籬，是我一生最感榮耀的

略。如果我們中間任何一的人生活在危險

耶穌基督的教導，馬丁路德博士和許多屬靈

一刻。

中，沒有一個人能保持自己的安全。如果我

前輩的見證教導我們，以暴制暴是沒法達成

如果你現在因為神造給你的膚色，感到被輕

們容許我們其中一個被欺壓，我們就是失敗

目的的。我們沒辦法用汽油滅火。不管我們

視，拒絕甚至被汙辱，進而感到懼怕。我的

的。聖經告訴我們：你當為啞吧〔或作不能

對不公義的事和不公平的制度多麼的不滿，

妻子凱和我要讓你知道，我們跟你們在一

自辨的〕開口．為一切孤獨的伸冤。箴言

我們唯一可以運用來對抗邪惡的工具就是神

起。我們愛你，我們一起為全人類的平等及

31:8。這節經文近年來常被反墮胎的弟兄姊

透過保羅在羅馬書對我們說的: 你不可為惡

公義奮戰。

妹引用。但這經文不只是針對為出生的嬰

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羅馬書 12:21

來源: Pastor.com 華里克牧師 (標竿人生

種族主義，偏見和歧視是很強的勢力，因為

的作者)發表於 6/9/2020

兒。也包含一切遭受偏見和壓迫的人。

宣教士介紹： 張濬銳醫生夫婦 Ace and Cecilia Cheung
服事之路
在艾爾伯塔省長大的張醫師在十多歲時就決
志信主。張醫生夫人 Cecilia 則是在大學時
聽到福音信主。1996 年，他們在他們的母會
南艾德蒙頓宣道會的宣教年會中領受到神的
呼召從事跨文化的宣教。十年之後，2006
年，他們帶著兩個年幼的女兒 Elise 和 Iyla
來到西非靠近沙哈拉沙漠的內陸國尼日爾成
為宣教士。 張醫生夫婦在尼日爾當地加入一
個宣教團隊，對一個只有 250 萬人口的少數
族裔陶瑞格斯族傳福音。該地區多數都是穆
斯林。張醫師在當地有一間診所，一邊用部
份的時間行醫，並加入當地的慈善組織做扶
貧和發展的事工。Cecilia 則是以她商學碩

士的專長，在當地成立小農銀行和一個教導
高風險女孩生活技巧的縫紉學校。
在穆斯林的族群中傳福音有一定的風險。張
醫生夫婦利用神給予他們的專業技術，結合
慈善和福音藉扶貧來也同時餵養人的屬靈需
求。張醫師一家人為能夠全職服事神感謝

神。他們特別感謝神可以使用他們的所學能
力和專業來服事人，並與人分享在福音中的
真自由。 freedom of the Gospel.
異象
藉著主耶穌基督福音的大能，在尼日爾服事
團隊可以將當地的兩大少數族群福來尼
(Fulani)和陶瑞格斯(Tuareg) 轉成神的子
民。
張醫生夫婦也是我們教會長期支持的宣教士
之一，請常常在禱告中紀念他們的事工。
來源: 宣道會國際事工網頁。
https://www.cmacan.org/internationalworkers/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 安省公佈教會聚會安全指導原則
隨著安省逐漸開放，教會的聚會在 6/12
好起也列入開放的範圍。目前緊急應變小
組基本上已經完成了開放計劃，將於月底
送長議會核准。目前國語堂計劃下週
(6/28)改回 9:30 的聚會時間並以同步直
播的方式進行。但暫不開放會友參加。等
服侍團隊對於安全規則流程都完全熟練之
後，才會進一步逐步開放會眾的參加。
至於教會一旦開放時，弟兄姊妹們會期盼
甚麼樣的安全管制呢？從安省的安全指導
原則可以一見端倪。
· 採取預先預約方式掌控參加人數。
· 進入教會前要填健康問券，量體溫。

· 參與崇拜的會眾要全程保持兩米安全距
離。採用預先標誌的動線和座位。
· 會眾要全程戴臉部遮蓋，鼓勵用自製的
口罩，醫療級口罩留給醫療人員。
· 在主要入口放置酒精搓手液，進入教會
的人員要先洗手。
· 取消崇拜當中會增加感染機會的項目如:
1.室內唱詩包括詩班獻詩，領詩及全會
眾齊唱。
2.聚會前後的團契時間或用餐。
3.共用的聖經及詩歌本。大家要記得自
己帶聖經。
4.兒童看護或兒童主日學。

·不鼓勵高風險族群如老人或有慢性疾病者
參加聚會。

·整會場一天至少徹底消毒兩次。
由以上的指導原則，大家可以看到即使我們
開放教會，活動的形式也會與以前大不相
同。但敬拜神是關乎心靈與誠實，不是敬拜
的場地。(約翰福音 4:24)請繼續為教會的重
啟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