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事工篇◤
1.

春季主日學課程將於 4
詳情請參閱春季主日學
㇐同參加主日學，以謙
此分享，同證主恩。

2.

⾧議會會議將於 5 月 27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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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 日至 6 月 24 日進行，
課程海報。誠邀弟兄姊妹
卑的心渴慕神的話語，彼

敬拜真神
传扬福音
装备圣徒
团契相交

信基督主内同心
传福音爱及邻舍
以诚以灵 祈祷上主
分享救恩 推动宣教
效法基督 忠心托管
爱里互勉 谦卑服事

儆醒感恩
普世投入
恩赐资源
靠主大能

日 1pm 舉行。

下周 6 月 3 日国语圣餐主日崇拜
⾧老提名會議將於 6 月
3 日 11:45am 舉行。
讲员 郭路君 传道
是主内的姊妹。因为一同上班、一同起居的缘故，我对
主席 黄智远
位於 Youville Drive 從 31
Avenue 到 28 Avenue 的 LRT
这位姊妹的见证也是感慨良多，仔细思考之后，还会给
建設將於 5 月 24 日開
始。
领诗 周婉葵
汤恩琪
自己带来挣扎。
司琴
Daniel
Huang
MCLC 暑期運動營誠徵
助理導師，有意者請與
我刚到这个酒店当保洁员的时候，是这位姊妹教我怎么
MARY 聯絡。
司事 项晶
杨朝红
Email:office@millbournelife.ca
打扫房间的。当时，我们不够人上班，这位姊妹理直气
音控/投影 汪雪四
經過特別會友大會的投 壮地告诉我要如何偷工减料。我当然不认同这样的教
票，60%贊成，40%反對，
短文分享 王珞衡
⾧議會宣佈「搬遷城南
堂到
导，当时还不知道她是基督徒，也就忽略掉了。
Heritage Valley」的動議， 因為不足 75%不獲通過，
圣餐准备 项晶
請弟兄姊妹繼續為教會 过了几天，在闲聊的时候，我听了她的洗礼见证，我看
未來事工方向祈禱。
圣餐司事 黄智远
俞东晓
钱正元
她的眼光马上就苛刻了。有一次我们打扫夜班工人的房
2018 冬令會現已接受報
名。2018 冬令會將於 12 月
茶点准备 Riverbend 家庭团契

间的时候，毛巾的周转有些困难，她就给每一个房间少
27-31 日亞省愛城市中
心 Westin Hotel 舉行。 主題：
燃點我心。 粵語主講：放一条毛巾，我心里就开始论断了：“怎么这么没有信
梁永善牧師。 詳情請參閱
心，不相信
網頁：www.cccwc.ca
5 月城南堂国语部团契聚会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打扫房间很慢，所有同事都对我不
8. 除停車場劃定車位外，
請勿隨意泊車以免堵塞通
聚会
聚会日期
联系人
地点
道，觸犯消防條例。每 满，这位姊妹也在其中。我对于她这种缺
主日 9am - 3pm 可把車輛免
国语青年团契(周五)
Seac.mm.youth.fellowship@gmail
費泊於對面 Tawa Centre 感到绝望。有一次，她与其他同事起了争执，我在心里
停車場。
国语祷告会（周三） 2,9,16,23,30
王宇
张齐萍家
嘲笑她没有忍耐的果子。此外，我发现她非常在意钱，
9. 停車場內劃定殘障人士
車位，沒有許可證車輛請
姊妹团契 (周五)
11,25
秦静
SEAC/室外
勿停泊，容讓擁有許可 十一奉献也不交，我就更加鄙视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證車輛停泊，方便有需要
老年团契（ 周四） 3,10,17,24,31
韩燕
SEAC
人士出入，多謝愛心體 间里，我以麻木的态度去面对她，以免起争执。
諒。
诗班团契
待定
谢以乐
SEAC
偶然一次，我在电话里给远方的一位姊妹作辅导的时
Riverbend 家庭团契
待定
王宇
王宇家
10. 2018 ㇐月至四月奉獻
表
候，我受圣灵的感动，说：“当我们嫌弃人有这样那样
Rutherford 家庭团契
待定
高敬国
高敬国家
不好的时候，我们也要想想自己是不是嫌弃上帝造这个
Blue Quill 家庭团契
4,19
黄智远 SEAC/室外
人造得不够好。”这话也是圣灵说给我的。我开始对室
友投入爱心，开始为她祷告。后来，我就明白了她的软
弱。她来自一个贫穷的原生家庭，家里有十个孩子。她
教牧同工
陈明中牧师 卓铭禧牧师 雷黄惠贤传道
从小就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足
李程雨玲传道(义务)
李健新(实习)
还穷怕了。因此，她也不懂得尊重人，对主、对人也没
Rev. Dan Harstad Rev. James Law
有多少爱可以给出，她的金钱观也是被恐惧捆绑的。因
着祷告和理解，我的爱心和忍耐天天增长。现在，每当 办公室同工：关丽樱
6508 - 31 Ave Edmonton Alberta T6L 6P7
我看见她有什么丑陋的见证的时候，不会嘲笑了，只是
Tel: (780) 463-1527 Fax: (780) 461-5898
忍耐和祷告；偶尔，我看见她的灵命有些许进步的时Email: office@seachurch.ca
Website: mm.seachurch.ca
候，我就口唱心和赞美主了。此外，孔子说：“见贤思
Millbourne Community Life Center
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主也使用这位姊妹的言行
教牧同工: Rev. Tim Cook
来作触发器，使我正视自身的丑陋，恭敬地向主敞开心
MCLC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Mary Moh
扉，静候祂改造。
2101 Millbourne Road West T6K 0Y3
Tel: (780) 462-2575 Website: millbournelif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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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在回程途中休假。 請為我們的過渡期禱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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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牧師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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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雷傳道已停止化療。求神繼續保守醫治。

6.

請為郭路君傳道㇐家搬遷到愛城及安頓祈禱。

7.

請為黃皓澄傳道申請工作簽證祈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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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日尔：张浚锐宣教士㇐家

4.



奉獻比去年減少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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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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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篇◤
1. 絲綢之路：Damien & Darlene
感謝神！新主任已抵達並取得㇐年多次進出





差來到我們的工場，㇐起服侍。祈求阿爸父保

繼續申請學生簽證。

守他們離開前的預備和將來適應新文化的

Darlene, Shauna 及 Katya 將參予婦女事工，教導

挑戰 。

2. 環球宣教：劉得貴牧師、師母

哈薩克斯坦：Hans & Ruth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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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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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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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Q 和 M 在過去㇐直體驗神的引導和健



康。他們渴望以鹽和光的生活與伊拉克貧困
人口分享基督的愛。求主給予他們保護和智
慧。




FamilyLife婚姻週末營在卡城舉行，共23對夫婦
出席。願神保守這23對夫婦，讓他們影響其他
家庭活出以基督為中心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求主興起 Kairos 的畢業生繼續不同形式上的
宣教工作。輔導員培訓 (粵語/普通話)温市。
請代禱並考慮參加將在您的城市或地區舉辦
的 Kairos 課程。請瀏覽

www.kairoscourse.ca

西班牙：Paulo & Phoebe


記念 J 和 C，他們將會在明年 4 月，從總會 GM



簽証。但仍需等待政府批准，以便該機構可

英語及聖經，讓她們有更多機會認識基督。

3.

东亚：Hubert & Portia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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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与代禱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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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王偉明(Stephen)弟兄完成頸椎手術，在家休息。
求神讓他有平靜安穩的心並迅速康復。

3.

EMUS 昆明醫療短宣於 5 月 6-24 日進行，隊員包
括黃羨紅姊妹及吳常信弟兄，請代禱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