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主题:

【数算主恩，努力面前】 (腓 3:14)
个人信主经历
郭路君
我自幼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是家族中第三代
基督徒。从小父母告诉我上帝爱世人，主耶稣在
十架上流出宝血是为要赦免人的罪。父母教我唱
诗歌、背诵主祷文、给我讲圣经故事，可对我来
说那是父母的上帝。父母常常述说他们经历了上
帝何等大的恩典，自己也常常默默思考：到底有
没有上帝？每当个人遇到一些难处和升学压力时
也偶尔学着父母的样子祷告。上中学期间学习辨
证唯物论时，我对上帝是否存在越来越感到困
惑，甚至认为“上帝”是人想象出来的，是人照
着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上帝，感觉还是达尔文
的进化论符合“科学”。虽然那时常常接触圣
经，但一直受进化论严重影响，怀疑基督教信仰
的真实性、怀疑上帝的存在。
进入医学院学习时有解剖学、组织学和遗传学等
课程，当我看到那么精细而又有系统的人体解剖
结构、显微镜下功能多样的组织和细胞、电镜下 D
NA 分子复杂的超螺旋结构时，感到生命实在太奇
妙了！宇宙中必有一位创造生命的主宰，每一个
单独的细胞都有那么复杂的结构和功能，若不是
上帝的杰作，生命哪有如此奇妙！我想到《罗马
书》1 章 20 节：“ 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
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
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时
我开始认识到上帝的伟大，祂是创造天地的主
宰，祂是我生命的源头。我跪在至高至圣洁的上
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骄傲和无知，
同时也看到自己的污秽和败坏，愿意接受耶稣基
督为我个人的救主，感谢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了
我，担当了我的罪，赐给我永生。
我虽然不知圣灵什么时候使我重生，但主却把赦
罪的平安放在我心中，使我从心底里发出赞美，
确信自己重生得救并受洗归入基督，立志过一个
讨主喜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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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篇◤

◢教会事工篇◤
1. 教会网页更新。国语堂网页正在不断更新中，
每周证道录音和事奉人员安排等信息可以查询。
2. 长老提名会议将于 7 月 22 日(下周日)上午
10:45 举行，请祷告记念。
3. 长议会将于 7 月 22 日(下周日)下午 1:00 举行，
请祷告记念。
4. 夏季主日学课程已开始，新生命和新生活在暑
假期间合并为一个班级，主题聚焦于教会的大
使命，积极宣教也是宣道会的属灵传统。盼望
弟兄姊妹一同参加。
5. 8 月 4-6 日加西国语夏令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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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预留时间参加。
6. 国语暑期儿童事工。8 月 11 日开办一次全天的
国语儿童暑期夏令日。请向韩燕姊妹报名。
7. 天粮辅导及教育中心主办的《陶匠的手》粤语
研讨会将于 8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 9 时至下午 4
时于城南堂举行。主要讲完为张国定博士。费
用为＄15(包括午餐及讲义)。详情及报名请与
黄皓澄传道联络。
8. 周六 iWorship 将于 8 月 31 日 至 9 月 2 日举行
夏令营，详情及报名请与黄皓澄传道联络。
9. 小组长培训。9 月开始每月有一次小组长学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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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018 一月至六月奉献表
一至六月
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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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B)=
盈余/不足

常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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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812 19,500 205,624

-

600,936

326,729 10,103 158,653

500

495,485

301,490

2,414 204,658 -8,657 508,562

25,239

7,689 -46,005 -8,157 -13,007

奉献比去年减少 5%。

1. 丝绸之路：Damien & Darlene
 感谢神！上周能与 Wes 和 Winn 一家团契
及共进晚餐。感谢神赐机会让我们与他们
一家有读经和祷告的时间。求主继续赐机
会让我们与他们一家接触。
 我们将于邻近的基督教国家为刚信主的成
立「避难所」，来给他们提供安全，门徒
训练及辅导等等。求神赐智慧及引导我们
找到适合的地方。
2. 环球宣教：刘得贵牧师、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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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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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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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祷篇◤
1. 感恩 Ivan 传道签证完成。
2. 陈牧师姐姐 Pearl 在港巳接受切除部份肿
瘤及小肠手术。下一步要等化验报告才知
怎样治疗。求神医治保守，亦让家人心境
平静安稳。请恳切代祷。
3. 请为教会聘请 NextGen 儿童及青年事工牧
者代祷。
4. 为暑期回国、外出的家庭祷告，享受美好
的家庭时间。愿主保守平安、更多经历主
的恩典。

3. 西班牙：Paulo & Phoebe
团队缩小所以相对的责任增多，Paulo 将与
城市花园的家庭首次会面。Phoebe 将于
Darija 透过摩洛哥的学校开始修读网上课程。
 求神赐 Paulo 和 Phoebe 智慧和机会来连
系旧友，并接触新朋友。
 虽然团队人数下降，求神赐他们团队合一
的心，看清未来的计划，继续事奉、荣耀
神。

5. 为着 8 月 11 日国语堂暑期儿童事工
teacher & helper 祷告，更多人乐意参加
事奉。也为着国语堂以后积极支持参与教
会儿童事工祷告。

4. 尼日尔：张浚锐宣教士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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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请为郭文东下周一开始的放疗祷告，请为
其他病患治疗中的弟兄姊妹祷告， 求神以
大能的手医治他们。





5. 亚特劳：Roger & Beg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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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主日学。为暑期主日学老师及参加肢体祷
告；为秋季国、粤语主日学课程祷告，彼
此开放、相互受益；为国语堂秋季主日学
老师培训祷告，求神预备更多乐为意事奉
的小组长。

8. 请为个人及教会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彼此
代祷，求神帮助我们不断迈向成熟。
9. 请为国语堂建立在灵命进深基础之上的福
音外展祷告。
10. 卓牧师于 7 月 5-25 日回港探亲，请在祷告
中记念他们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