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主题:

【与主相交，与人相交】
(约一 1:3)

这是天父世界(3)
谢以乐
那有人就会问了，你证明了世界有一个造物主，那
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创世纪上说，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先
撇下什么是“形象”不说，我们至少知道自己是神所造
的。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他是不是造完了我
们就不管我们了呢？哲学家笛卡尔（Descartes）用一个
比喻来形容神，说神就像一位制造钟表的工匠
（Clockmaker），做了一座精妙的大钟，就是地球甚至
宇宙。 接着，他把这座大钟调好了，就放手不管了。
当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时候，他又再一次地引用了
笛卡尔的比喻。1 之后，知名的无神论作家，理查德 道
金斯 (Richard Dawkins)反讽地引用了钟表匠的比喻，写
了一本叫做《盲目的钟表匠》的书 2。圣经中的神可不
是这样的，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 冷漠无情的造物
主。而是我们每个人的神。他渴望和我们有亲密的关
系。在旧约里，他对以色列人说，“耶 和 华 专 爱 你
们 ， 拣 选 你 们 ， 并 非 因 你 们 的 人 数 多 于别
民 ， 原 来 你 们 的 人 数 在 万 民 中 是 最 少 的 。只
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
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
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
你 要 知 道 耶 和 华 ─ 你 的 神 ,他 是 神 , 是 信 实 的
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
到 千 代”（申命记 7：7-9）。在新约里，神更进一步
地彰显了他无尽的爱，和他伟大的救赎计划。约翰福音
3：16 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
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像赞美诗里
最后唱道的，“这是天父世界，祂爱普及万千，风吹草
声，知祂经过，随处能听祂言”。世界的创造主能够降
卑为人，为我们舍命，这是他真正的伟大所在。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tchmaker_analogy Accessed
March 16, 2017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Blind_Watchmaker
Accessed March 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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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事工篇◤
1.
2.
3.

4.

欢迎弟兄姊妹及新来宾参加国语主日敬拜。崇拜
后请到体育馆享用茶点交流。
国粤语联合受难节崇拜于4月14日(周五)，上午
10:30在大堂举行。请祷告记念，预备心灵参加。
国粤语联合复活节浸礼崇拜于4月16日(主日) ，上
午9:30在大堂举行。粤语部四位受浸者为谭李洁
兰，Van Dam，黄伍美浓(Tammy) 及招婉娴
(Nancy) 。请祷告记念。
陈牧师与前英文堂牧师 Rev.Damien将于4月2至9
日在香港参加宣道差会会议，并在北角宣道会分
享。其后陈牧师会代表加拿大宣道会Alliance
Trust Fund 出席多个会议，13日回加拿大，愿神
使用会议及保守路途平安。

5.

谭家麟传道已向长议会请辞，5 月 8 日生效。他
已受聘于温哥华门诺弟兄会，8 月上任。愿主祝
福。他亦将于 3 日 15 日至 4 月 6 日休假。

6.

因轻铁(LRT)工程将进行动工，31 Ave会于4月份
开始封闭。市府之工程设备及办事处将停于教会
南面及西南面的停车场中，因此会影响多个停车
位。进出教会仅限于Youville Drive的入口处，直
至另行通知。Tawa Center的停车位仍可在主日停
泊。不便之处，请多包容。
「更正的人生布道会」将于4月7日(周五)， 晚上
7:30(国语)于城南堂举行。 粤语聚餐布道会则于4
月8曰(周六)，晚上6:30于皇城大酒家举行。讲员
为梁燕城博士。请踊跃支持并诚邀未信主的亲友
参加。票价一律$30.00。请尽早向各教牧同工购
票并为布道会祷告。

7.

8.

Missional Educational Modules (宣教教育模
式) ，新一期主题为Developing a Churchbased Ministry with New Canadians in Your
Neighbourhood。讲员为Rick and Patricia
Love。地点：MCLC，日期：4月7日(周五) ，晚
上6:30至9:00及4月8日(周六) ，早上9:00至下午
4:00。费用$40.00(城南堂会友免费)。恩道神学生
可藉些讲座拿取学分。请预留时间参加并代祷。
9. 每月第二个星期三将举行国、粤、英语联合祈祷
会，让弟兄姊妹同心为教会祈祷并彼此代祷。请
踊跃参加。
10. 第23届2017年恩福全加海外中国人巡回布道会，
4月21日 (周五) 晚7:30pm，在爱城国语浸信教会

举行。地址：5011 122A St NW. 讲员：士嘉堡国
语宣道会张谦牧师。主题：世界怎么了？欢迎带
领慕道友参加。
11. 2017年加西冬令会将于12月27至31日在爱城
Westin Hotel举行。主题为属灵生命无底线。 粤
语讲员为郭文池博士，英语讲员为Paul Wang Jr.
超级晨鸟优惠: 双人房$470.00，一周通行证
$120.00 (如10人以上报名，每人可享有$25.00优
惠，组长免费)，但需于8月31日前报名及全额付
款。请于网站 www.cccwc.ca报名。

◢感恩与代祷篇◤
 为国语堂寻找合适牧者，求神带领。
 为国语祷告会、团契聚会祷告。愿弟兄姊妹踊跃
参加。
 为国语堂的青年事工祷告。求神带领前面的路。
 请为城南堂弟兄姊妹整体属灵生命的成长祷告，
让弟兄姊妹能多读经，多祈祷，多亲近神并以感
恩的心去分享神的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