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主题:

【数算主恩，努力面前】 (腓 3:14)
城南堂国语部第一次姐妹退修营纪实

儆醒感恩
普世投入
恩赐资源
靠主大能

爱城宣道会城南堂

刘淑莉

有这样一群蒙福的女人，在筹划了三个多月之后，暂时抛下父
母、丈夫、孩子，最小的狗宝宝刚刚 2 个月大，暂时告别了繁
锁匆忙、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分别从埃德蒙顿和卡尔加里于
2018 年 05 月 25 日傍晚驾车来到位于红鹿市的 sylvan lake,
开始了我们盼望已久的姐妹退修营。
七点半左右，我们约定好的十五位姐妹，不论是上至近八十岁
的阿姨，还是踏着滑板的花样年华的九零后，终于前前后后都
来到了干净整洁的独立屋，充满阳光的封闭的阳台餐桌上摆放
着许多的可口食物，肚子饿了我们知道享受美食，灵魂枯了我
们是否知道来汲取营养？以赛亚书 30 章 15 节：主耶和华以
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
平静安稳．该充电了，我们都愿意安静在你的怀里，来到你的
面前，聆听你的话语，重新得力。
饭后，我们手拉着手、心连着心一起祷告，为我们能来的姊妹
献上感恩，为不能成行的姊妹献上祝福，立即进入到这次退休
营主题活动：认识自我，灵命塑造。
首先开始学唱由婉葵姐妹为我们挑选的两首营歌：《你是主》
和《葡萄枝子》，我们这些枝子要想枝叶繁茂不枯萎，就只能
在主里....
美女活动策划人珞衡姊妹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伴随着
查经讨论，思考着回答问卷调查表......
我到底是谁呢？我不仅是爸爸妈妈的女儿，老公的老婆，儿子
们的妈妈，姐姐的妹妹，弟弟的姐姐......更是天父的宝贝
女儿！一个半百的女人，上足了发条的忙碌生活经常使人窒
息，多重身份好像有时会把我们人格分裂，我们爱老公、爱孩
子、爱父母、爱朋友，爱得迷失了自我，可是爱的源头在哪
呢？谁又能说我们的爱是不图回报的？若真是不图回报，又怎
么会爱得受伤，爱得死去活来？
但我要时刻铭记：我最重要的身份却是天父的宝贝女儿，自我
心里相信口上承认天父的那一刻起，我就已获得了这殊荣，神
视你我为珍宝，赐给你我永生，神爱你我，将祂的独子为了我
们世人而钉死在十字架上，天父爱我，永远记得我是祂的宝
贝，我不想惹他生气，不想辜负他的期望，更不想去做有辱他
名的事儿....
不知不觉中已经十点多了，匆匆结束了独立屋里的活动，我们
八位姊妹来到了湖边的四星级酒店入住，一夜无语。。。.
清晨，太阳再次升起来了，照亮世界的所有角落，也照进我的
内心深处，明媚的阳光催促着我赶快去湖边看看，看看这湖边
的景色，清新的空气滋润了我的心田，我恨不得多吸几口气，
把气沉入丹田带回家，湖边的寂静加上鸟儿的歌声是那么的迷
人和谐，感谢上帝的完美创造，我们几个姊妹有晨祷的，有灵
修的，有跑步的，有压腿的....
我们正在寻求你的面，主啊，请让我们被圣灵充满，被你的爱
充满！...
所有人于九点半钟又回到了独立屋，在露天阳台上开始了周六
的活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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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事工篇◤
1.

居住在唐人街的長者需要交通接送往返教會參加主日
崇拜，誠邀弟兄姊妹一同肩負這事奉，詳情請聯絡吳
常信弟兄 780-729-9229。

2.

长议会会议将于今日下午 1:00pm 举行。

3.

7 月 1 日国粤语联合崇拜，设有同声翻译，个人可以
自带耳机。

4.

加西国语夏令会将与 8 月 4 日到 6 日举行。主题：深
度的信仰。大会讲员是王春安牧师、欧应毓牧师。地
址在 Camrose. 三岁以下的孩子请由父母自己照看；三
岁及三岁以上已经上了幼儿园的孩子可参加幼儿班(F)、
儿童班(H)或青少年(J&K)节目。报名截止日期为 6 月
30 日，欲参加者从速报名。

5.

6.



7.

MCLC 暑期运动营现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与 Mary 联
络。Email:office@millbournelife.ca 或
致电
780-462-2557 查询。

8.

天糧輔導及教育中心主辦的『陶匠的手』粵語研討會
將於 8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 9:00 至下午 4:00 於城南堂
舉行。主要講員為張國定博士。費用$15.00。有意參







3.

除停车场划定车位外，请勿随意泊车以免堵塞通道，
触犯消防条例。每主日 9am - 3pm 可把车辆免费泊于
对面 Tawa Centre 停车场。

10. 停车场内划定残障人士车位，没有许可证车辆请勿停
泊，容让拥有许可证车辆停泊，方便有需要人士出入，
多谢爱心体谅。

◢宣教篇◤
1. 丝绸之路：Damien & Darlene


我們的同工 Che 與癌症交戰後已安息主懷。
感謝她十多年的忠心事奉。求主賜安慰予家
人。

赞美主！Mary怀孕了，请加入我们与Mary和
Alan一同欢乐。为将于9月出生的宝宝健康发
展祷告。在怀孕期间为Mary的健康祷告。
Kairos 运动：我们最近在两个城市完成了两
个课程。赞美主，毕业生已经转变，并发展
成为对主的激情和参与他的全球使命。当他
们回到各自的教会并且练习他们学到的东西
时， 请为上帝的指导祷告。
求主兴起 Kairos 的毕业生继续不同形式的宣
教工作。请代祷并考虑参加将在你城市或地
区举办的 Kairos 课程。

7.

哈萨克斯坦：Hans & Ruth


因几位老师的离开，天山国际学校明年需要以
下科目教师：辅助语言艺术，音乐，历史，数
学，艺术史，特殊教育，小学。



将与天山国际学校的家长见面，讨论学校的未
来（入学人数下降，寄宿，土地使用）
。



我们将会接触有兴趣在国际工作的人，求神保
守我们有意义的对话和约会。

◢感恩与代祷篇◤

3.

为着上周父亲节国粤语联合崇拜感恩，感谢神
使用国语堂肢体在其中的事奉。
外展組於今日下午到華人安老院帶領敬拜，求
神祝福他們事奉，更為安老院各長者禱告。
雷传道已停止化疗。求神继续保守医治。

4.

请为黄皓澄传道申请工作签证祈祷。

5.

为国语堂每一位肢体祷告，求神赐下追求生命
长进的心志。在读经、祷告、生命见证上更合
神心意。

6.

陳牧師姐姐 Pearl 本應幾曰前在港接受切除腫
瘤手術，但入手術室後，發現心臟發大，可能
引發心臟病，要等專科做超聲波後才知何時再
做手術。求神醫治保守，亦讓家人心境平靜安
穩。請懇切代禱。

7.

请继续为复活节接受浸礼的邱言莉、季刚灵命
成长祷告。

8.

为假期的主日学祷告，求主激励弟兄姊妹热心
参与主日学。

9.

MCLC 长者团契再有两次就会开始暑期放假，感
谢韩燕姊妹以及其他弟兄姊妹事奉。为着这些
长者能接受福音祷告。

1.
2.

西班牙：Paulo & Phoebe



4.

感谢神，我们获得了医疗批准返回西班牙！年
会结束后（6 月 4 日至 9 日），我们会离开爱
城，在回程途中休假。 请为我们的过渡期祷
告。
求神让我们在下季的西班牙事工上，有明确的
方向和指引；全然倚靠。。
尼日尔：张浚锐宣教士一家



加者請電郵至 info@mannacounseling.net
9.

感謝神！所有同工都收到新簽證。現正申請
家人的簽證；求主保守看顧，一切順利。

2. 环球宣教：刘得贵牧师、师母

电影黄金花是一部讲述黄金花《毛舜筠饰》和患自闭
症儿子《凌文龙饰》的故事。将于 6 月 24 日下午
2:30 在宣道城西堂播放。门票每张$20，收入将用作
爱城中信事工。购贾及详情请与 Irene Lam 或 Lily
Lau 联络。
2018 冬令会现已接受报名。2018 冬令会将于 12 月
27-31 日亚省爱城市中心 Westin Hotel 举行。 主题：
燃点我心。 粤语主讲：梁永善牧师。 详情请参阅网
页：www.cccwc.ca

請為 Tim 和 Nat（以及他們的兩個孩子）祈禱，
他們已於 3 個月前抵達。由於與家人分離，
融入生活和事工的新節奏具有挑戰性。求主
幫助他們的過渡期。Kevin 和 Sandy 已返加
述職，祈求上帝賜予他們歡樂和力量，並賜
智慧照顧年邁的父母

5.

第二年的缝制计划开始。学生修理车衣机，安
排用品，并与缝纫老师一同商讨工作。求神让
所有进入中心的人都感觉到圣灵的存在和神的
爱并认识神。
亚特劳：Roger & Beggy



6.

感谢神丰富的供应。过去一年，虽然有弟兄
离开，在新的一年，亚特劳基督徒团契又加增
了几位新同工。请为新一年度的领导团祷告，
带领教会行在神的心意中。
东亚：Hubert & Portia



记念 J 和 C，他们将会在明年 4 月，从总会
GM 差来到我们的工场，一起服侍。祈求阿爸
父保守他们离开前的预备和将来适应新文化的
挑战 。

10. 齐萍阿姨上周已回国，姚老师&Diana 本周四回
香港，参加妹妹追思礼拜并作福音见证，求主
保守路途平安以及在国内或香港身体健康。也
求神使用他们让多人听到福音。
11. 每周三 7：30-9pm 在齐萍阿姨家的祷告会暂时
移到范晔姊妹家中。地址：10459 24 Ave NW
12. 郭文东需要下一步治疗，求神继续借着医生的
手医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