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主题 :

【数算主恩，努力面前】 (腓 3:14)
把握今天？

姚世熙

去年十 月初 是岳 母去 世的 日子， 没料 到六 个月
后， 我在香港的妹妹也因癌症离世， 俩个亲人的
离开， 令我再一次深思人生的问题。
妹妹三十来岁时遭遇严重的车祸，但神迹地得到神
的医治。 此后的日子， 神使用她在教会当传道
人，虽然她工作时间不长， 看来没有大的成就，
却在教 会及 学校 青年 人当 中， 她 建立 了不 少生
命。 在追思礼拜中，很多受她影响的青年人一一
见证了神通过她工作的果效。
岳母来加拿大与我们生活了十六年，和她相处也很
愉快， 随着年纪增加， 身体渐走下坡， 便联想
到 每 个 人 必 经 之 路 ------ 衰 老 及 死 亡 。 她 离 开
后， 我仍不断地想念她。在此也感到很多懊悔。
例如她多次要求吃麦当劳快餐， 我们因为快餐不
健康或因为在星期天（我们的原则是星期天尽量不
出去吃饭）而拒绝了她，现在希望给她吃已经是不
可能。另外， 有时因为她行动缓慢而影响我们外
出的时间，我们便生气， 回想起来， 觉得自己缺
乏忍耐也没有尽量讨她的喜欢而产生懊悔。
圣经形容人生是客旅， 在妹妹的追思礼拜中， 我
引用她多年前给我来信中的经文和会众分享：‘承
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 他们却
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来 11：
13-16）， 那么我们今天仍活着应作什么？ 保罗
的人生观是： ‘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在我身
上照常现大，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死了就有益
处’（腓 1：20-21）。 一段经文常萦绕我脑海：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
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
智慧。’（传 9：10）。 兄弟姊妹， 今天你有什
么工作要完成？
有谁需要你的一个笑容， 一个问候， 一个关心
或一声道谢，道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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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事工篇◤
1. 恩道华人神学院冬季神学课程一月份开始(罗马
书及基督教伦理学)，可修学分或免费旁听，地
址：城南堂。有意者请向卓师母咨询报名。
2. 爱城国语“把握时机”课程（Kairos）将于明年
2 月在城南堂举行，需要提前报名。此课程将帮
助教会门徒训练、本地福音及宣教事工。
3. 2019 年小组长培训更聚焦于实际操练，如有意
参加，请向郭传道报名。
4. IWorship 新年营将于 12 月 31 日至 1 月 2 日于
Wingate By Wyndham Edmonton Airport 举行，请向
黄皓澄传道咨询报名。
5. 圣诞节国粤语联合崇拜将于 12 月 25 日上午
10:30 于城南堂举行。
6. 圣诞节国语堂聚餐将于 12 月 23 日主日崇拜后
举行。
7. 福临万家普通话婚姻研习会（family life）将于
明年 2 月 15 至 17 日在爱城进行，基督徒或非基
督徒夫妻都可参加。1 月 28 日前报名有优惠。
8. 除停车场划定车位外，请勿随意泊车以免堵塞
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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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篇◤
1.

丝绸之路：Damien & Darlene
感谢大家的祷告，Djibouti 探访之旅
顺利结束。求神继续带领及提供当地
的事奉机会。
 超过 70 人的同工聚会即将举行，我
们将会透过聚会彼此关顾及代祷。求
神医治聚会的嘉宾讲员，让他能有健
康地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求神提供语言学校的学生们学生签证，
又增添入学人数。
2. 环球宣教：刘得贵牧师、师母
 随着宗教政策收紧，教会聚会亦受到
限制，求神赐聪明智慧让团队可以顺
利进行小组活动。
 请为秋季在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
尔和埃德蒙顿准备 Kairos 中文课程祈
祷。求神让所有参与者都对上帝的使
命以及追随基督和参与祂使命的日益



增长，发展正确的圣经，历史，和文
化观点。
3. 西班牙：Paulo & Phoebe
 受到环保条例的影响，我们需要在圣
诞前卖掉我们的柴油汽车，并购买另
一辆车。求主供应。
 求主让我们与团队建立良好关系。也
让女儿们在教会与学校中与人建立友
谊。
 求主除去一切的拦阻，帮助我们能够
一心一意的顺服基督。
4. 尼日尔：张浚锐宣教士一家
 感谢Alliance Justice and
Compassion 让65个Animataf低收入
家庭得到食物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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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为12位NVOC的三年级生祷告。求
神赐聪明智慧让他们完成课程，并从
中能感受接触基督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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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Hubert & Portia
 求神拿开一切阻碍，赐当地领袖同工
聪明智慧，有策略地执行新事工。
 英语事工已于 10 月 14 日开班。请为
30 个参加者祷告，让他们得闻福音。
7. 哈萨克斯坦：Hans & Ruth
 我们将与教会进行事工分享，求神兴
起教会及下一代同心侍奉。
 求神带领我们队工的事奉路向并切慕
追求主。

◢代祷篇◤
1. 请为加拿大大麻合法化及其他有争议社会

议题影响之下，基督徒面临的信仰挑战警
醒祷告。
2. 请为 MCLC 未来动向祷告，求神带领并赐下
异象。
3. 请为教会聘请英文堂带领牧师，NextGen 儿
童及青年事工牧者祷告。
4. Inter-generation Prayer Night 已于 11 月 30 日
（周五）晚 7:30 于教会举行。请大家同心
继续为儿童事工祷告。透过祷告实践信仰，
为教会下一代守望。
5. 主日学。为国语堂明年春季主日学参与事
奉的老师祷告。
6. 为不同团契（特别是三个家庭团契、姊妹
团契、青年团契）祷告，盼望每位弟兄姊
妹都能在团契中成长，也能吸引福音朋友
参加。
7. 请为个人及教会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彼此
代祷，特别是愿意读经、祷告。求神帮助
我们不断迈向成熟。
8. 天气转冷、道路可能湿滑，为每位弟兄姊
妹出行平安（特别是为年长者）彼此代祷。
9. 也请为其他病患治疗中的弟兄姊妹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