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主题 :

【数算主恩，努力面前】 (腓 3:14)
哦！黑暗！ 王珞衡
初到蒙特利尔那一年, 我 28 岁。蒙特利尔很美，可惜大批的新老移民都没
有工作。许多人纷纷去读书，且务实地选择了相对好就业的职业教育。能出国
的人大多是读书人，骨子里多少有那么一点清高。于是在成功地解决了温饱问
题之后，譬如人生价值之类的问题，便在午夜梦回时，矫情又妖娆地折磨着这
些靠体力谋生的读书人。但是我还是务实地选择了幼教这个十分好找工作的专
业。我们一个班里，有五个与我同龄或稍长的来自 3 个不同国家的移民，其余
的都是当地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在这一群叽叽喳喳天真烂漫的小女孩中间，中
年大妈的沧桑感会时不时的露出头来和我亲切地打个招呼。记得有一门课叫做
包容性教育学，讲述如何帮助残疾儿童融入正常的教育环境。老师为了使我们
最大限度地产生对残疾儿童的同感心理，安排了好多参观实习。真的好为那些
孩子们惋惜，看着他们天真无邪的笑容，每每想哭。只是同情心或许远大于同
感心。这门课的最后一个实习体验，是在一个法语名字叫做 Oh！Noir! 的主题
餐厅。中文叫做哦！黑暗！。 这是一个从经理，前台，厨师，到侍者, 全部都
是盲人的餐厅。
坐校车去那里的路上，小女孩们无忧无虑地说笑着，呱噪地似乎连车内的
空气都跟着稀薄起来。而我们这五个奔三奔四的人虽然惺惺相惜地坐在一起，
却着实拼不过她们的声音，也就各怀心事，闷闷地望向窗外，间或懒懒地聊上
几句。好在很快就到了那里。一个带着墨镜的盲人女孩飞快地为我们下订单，
刷卡。当我们还在震撼中，另一个盲人男侍者，就从一块厚重的黑色幕布后边
走出来，准备领我们进去了。他脸和鼻子的轮廓十分好看，在墨镜的映衬下，
帅得拉风，靓得晃眼。我心底着实泛起一阵惋惜。他要我们排成一对，后边的
人用手搭在前面的人腰上。于是这一队人就在他的带领下进到了黑幕布后边的
世界。随着黑幕布在最后一个人身后被拉上，黑暗开始降临了，但尚有一丝丝
晦暗的光亮，在适应了那黑暗后，还能看得见人影的晃动。又进了一道门，随
着门吧嗒一声关上了，真正的黑暗就降临了。我们静得出奇，所有人都自动停
止了脚步，钉在原地一动不动。彼此扶在腰间的手不自觉地加大了力度。眼前
只是漆黑一片，忽然觉得自己的眼睛像是黑窟窿，脑子，身体也瞬间由外至里
全部成了黑色，完全消失了。耳朵里传来彼此粗重的呼吸声。一阵强烈的恐慌
感油然而生。那侍者说话了，告诉我们会有更多侍者来领我们到座位上去。窸
窸窣窣的脚步声向我们逼近，有人拍拍我，要我扶着他走到一个地方，期间我
紧张地绊到了自己的脚，幸好被他扶住了。我听了他指令坐下来，摸到前面有
桌子。很快所有人就被安顿好了。就等着上餐了。食物是不同口味的三明治。
坐在那黑暗里等待，我努力地将眼睛睁地更大，四下里去搜寻光亮，却只是徒
劳，即使将手指放在睫毛上，半丝影儿也看不见。很快我就觉得似乎有一块巨
石压在头顶上，头要爆开了，恶心，窒息。小女孩中间有人嘤嘤地哭泣起来
了。又有人有气无力地在安慰她。大家都开始说话了以缓解胪腔内的压力。只
听得最年长的那位大姐说:"唉，我再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这时窸窣的脚步声再
次传来，我们立刻安静下来，有侍者把放着三明治的盘子安置在我面前的桌
上，他将湿纸巾放到我手里擦手，洁净后拿走，随后贴心地将我的手放到食物
上。我不禁感叹在那黑暗的世界里，他们才是健全的人，我们才是被人照顾的
处在挣扎恐惧中的可怜虫。谁该同情谁？世上根本不存在感同身受，除非你亲
身经历。人们各怀心事冷暖自知，谁也不比谁更强, 所以谁也安慰不了谁，最漆
黑的那段路，终究要接受现实，鼓起勇气，独自走完。黑暗里，有人扶你一把
多实在，其实不需要多少居高临下的同情。虽然头晕，恶心，我还是带着感恩
的心吃完了盲人厨师做的三明治，味道不错。有好几个小女孩说：“我不想吃...
我不能吃我看不见的东西...我不舒服，我想回家...。”
很快，用餐结束了。很快，我们又在侍者们的带领下出了那道门。有光从
黑幕布丝丝透过来。真好！脑袋瞬间清醒了！我们在那里些许停留，让眼睛适
应一下。黑幕终于一点点拉开了。好几个小女孩儿几乎异口同声地说：“Thank
God (感谢神)！” 坐车回去的路上，小女孩儿们安静了许多，倒是我们这五个奔
三奔四的人欢快了许多。车窗外的一切看着都那么美好。蓝天白云间，鸟儿啁
啾：“活着就是美好生活，更何况是全须全影地活着，别矫情！”“Thank Go
d！”我说，虽然 28 岁的我还不是基督徒。如今的我更知道谁会在黑暗里不离
不弃的等着我，谁能真正的安慰我使我变得强大, 谁会牵着我的手在黑暗中砥砺
前行。但愿也能做黑暗里的一缕光，即使微小，亦能些许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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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提名會議將於 6 月 17 日 10:45am – 11:15am 舉行。

3.

⾧議會會議將於 6 月 24 日下午 1:00pm 舉行。

4.

經過特別會友大會的投票，60%贊成，40%反對，⾧議
會宣佈「搬遷城南堂到
Heritage Valley」的動議，因為不足 75%不獲通過，請弟
兄姊妹繼續為教會未來事工方向祈禱。

6.

7.

8.

的全球 16 億穆斯林祈禱。祈求他們會遇到上

春季主日學課程將於 4 月 15 日至 6 月 24 日進行，詳情
請參閱春季主日學課程海報。誠邀弟兄姊妹㇐同參加
主日學，以謙卑的心渴慕神的話語，彼此分享，同證
主恩。

2.

5.

帝，並接受夢想和異象，引導他們相信基督


讚美主！Mary懷孕了，請加入我們與Mary和
Alan㇐同歡樂。為將於9月出生的寶寶健康發展
禱告。在懷孕期間為Mary的健康禱告。



Kairos 運動：我們最近在兩個城市完成了兩個
為對主的激情和參與他的全球使命。當他們
回到各自的教會並且練習他們學到的東西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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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

221,966

7,277

97,667

-

326,910

195,785

2,414

8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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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環球宣教：劉得貴牧師、師母

年會和 C＆MA 大會）提供指導和團結。為所

4.

雷傳道已停止化療。求神繼續保守醫治。

有來卡城參加會議的代表禱告。

5.

請為郭路君傳道㇐家搬遷到愛城及安頓祈禱。

6.

請為黃皓澄傳道申請工作簽證祈禱。

7.

請繼續為復活節浸禮主日接受洗禮及轉會的弟
兄姊妹祈禱。 浸禮 - Ernest Tang 鄧耀民、 Elaine
Lam 林依瑩、 May Yip 葉微、Stella Bouchal 鄭愛好 、
Yanli Qin 邱言莉、Kelvin Ji 季剛、Jonathan Loi、
Joshua Kwon。 灑水禮 - Janice Wong 王麗珍、
Albert Chan 陳鈞碩。
轉會 - Karin Yip 葉月文、Airris Lui 呂苑庭、
Raymond Ho 何曉峰。
嬰孩奉獻 – Hannah Tang 鄧向喬、Jason Ji
季恩培、Ryan Ji 季恩豪。



求神讓我們在下季的西班牙事工上，有明確的
方向和指引；全然倚靠。。
尼日尔：张浚锐宣教士㇐家
第二年的縫製計劃開始。學生修理車衣機，安
排用品，並與縫紉老師㇐同商討工作。求神讓
所有進入中心的人都感覺到聖靈的存在和神的
愛並認識神。

亞特勞：Roger & Beggy
 感謝神豐富的供應。過去㇐年，雖然有弟兄離
開，在新的㇐年，亞特勞基督徒團契又加增了
幾位新同工。請為新㇐年度的領導團禱告， 帶
領教會行在神的心意中。
东亚：Hubert & Portia

6.


◢感恩与代禱篇◤

以諾⾧者團契將於 6 月 12 日舉行戶外郊遊活動，
請代禱紀念。

感謝神，我們獲得了醫療批准返回西班牙！年
會結束後（6 月 4 日至 9 日），我們會離開愛
城，在回程途中休假。 請為我們的過渡期禱告。

5.

繼續申請學生簽證。
英語及聖經，讓她們有更多機會認識基督。

我們將會接觸有興趣在國際工作的人，求神保
守我們有意義的對話和約會。

3.





感謝神！新主任已抵達並取得㇐年多次進出

Darlene, Shauna 及 Katya 將參予婦女事工，教導



求神為即將召開的兩次 C＆MA 會議（CCACA

西班牙：Paulo & Phoebe

4.

簽証。但仍需等待政府批准，以便該機構可



將與天山國際學校的家⾧見面，討論學校的未
來（入學人數下降，寄宿，土地使用）
。

陳牧師 及 Pastor Tim 將於 6 月 4-9 日出席於卡城
舉行之華人宣道會聯會會議及宣道會年會會議。

舉辦的 Kairos 課程。


◢宣教篇◤




2.

工作。請代禱並考慮參加將在你城市或地區

奉獻比去年減少 8.4%。

1. 絲綢之路：Damien & Darlene

因幾位老師的離開，天山國際學校明年需要以
下科目教師：輔助語言藝術，音樂，歷史，數
學，藝術史，特殊教育，小學。

⾧者曾張艷姬伯母已入住 Edmonton General 療養
院，請禱告記念。

求主興起 Kairos 的畢業生繼續不同形式的宣教



3.

增設



1.

請為上帝的指導禱告。

停車場內劃定殘障人士車位，沒有許可證車輛請勿停
泊，容讓擁有許可證車輛停泊，方便有需要人士出入，
多謝愛心體諒。

常費

哈薩克斯坦：Hans & Ruth

7.

課程。讚美主，畢業生已經轉變，並發展成

除停車場劃定車位外，請勿隨意泊車以免堵塞通道，
觸犯消防條例。每主日 9am - 3pm 可把車輛免費泊於對
面 Tawa Centre 停車場。

2018 ㇐月至四月奉獻表

挑戰 。

耶穌。

2018 冬令會現已接受報名。2018 冬令會將於 12 月 2731 日亞省愛城市中心 Westin Hotel 舉行。 主題： 燃點
我心。 粵語主講：梁永善牧師。 詳情請參閱網頁：
www.cccwc.ca

㇐至四月

請為在齋月 5 月 16 日至 6 月 14 日祈禱和禁食



◢教會事工篇◤

記念 J 和 C，他們將會在明年 4 月，從總會 GM
差來到我們的工場，㇐起服侍。祈求阿爸父保
守他們離開前的預備和將來適應新文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