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主题 :

【数算主恩，努力面前】 (腓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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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语主日崇拜

主若愿意 谢以乐
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
这事，或做那事。」雅各书：4:15
上个星期的主日学当中，我们讲到了主权的问题，我们
看到西门彼得 和安得烈愿意撇下网来跟随耶稣，我们看
到当他们自愿放弃自己的事，跟随一个他们才认识了不
到 24 小时的夫子。这一周来我一直在琢磨，我到底怎么
样才能有他们这样的信心和勇气去跟随主呢？主就给了
我这段经文作为答案。答案很简单，就是不要总是盯着
自己愿意如何，而是问一问主愿意我们如何。
从小到大，我就一直很崇拜愿意为别人无私奉献，或者
英勇牺牲的人物，花木兰代父从军，黄继光炸碉堡，反
正一看到舍己为人，光荣牺牲的举动，我就热血澎湃。
我小时候觉得耶稣也很了不起，为我牺牲了。在西方文
学当中甚至有一种人物原型 就叫做“ Christ
Figure,”（基督人物），这些人物一般是正义的象征，
往往为了保护或者拯救无助或者无辜的人甘愿献自己的
生命，有些时候，这些人物还会在故事最后复活呢。出
名的人物有《哈利波特》里的校长邓布利多，《魔戒》
里的巫师甘道夫。从表面上来看，这些人物挺好的，我
喜欢好像也没什么错。我上大学的时候会不时地想，我
说不定有一天也为主殉道呢。但是我的这种对个人英雄
主义的盲目崇拜是其实是错的。表面上说的很好听，我
愿意被主所用，我愿意放弃种种东西，但是实质上我只
不过在荣耀自己，我并没有谦卑自己，问一问神的旨意
是什么。
耶稣的死没有一点要夸耀自己的意思，反而我们看到的
是他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放弃自己的意愿，把父的旨意放
在自己意愿的之上。他临死的时候 也有很大的挣扎，他
并没有像超人一样义无反顾地上十架，而是恳求父说，
“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
意思，而是成就你的意思” （路加 22:23）。
再者，耶稣的死远远超出了人的牺牲。仔细想想，这些
英雄为他们认为正义的一方牺牲了，好人为好人死。耶
稣呢，是完全无罪的，但是反倒成为了替罪的羔羊，为
我们这些罪人而死，这是如此的爱和恩典啊。
通过雅各书的这节经文，神不仅管教了我，而且也安慰
了我。凡事只要是主愿意的话，我们都能做。我们唯一
要做的就是把方向盘交给主。

爱城宣道会城南堂

下周 1 月 27 日国语主日崇拜
讲员 赖颢霆弟兄
主席 高敬国
领诗 周卢焕馨
司琴 卢素华
司事 贾云霞 钱强
音控/投影 叶金春
1 月城南堂国语部团契聚会
聚会
国语青年团契(周五)
国语祷告会（周三）
姊妹团契 (周五)
老年团契（ 周四）
诗班团契
Riverbend 家庭团契
Rutherford 家庭团契
Blue Quill 家庭团契

聚会日期
联系人
地点
Seac.mm.youth.fellowship@gmail
2,9,16,23,30
王宇
郭传道家
18
秦静
SEAC
暂停
韩燕
MCLC
待定
朱维国
19
王宇
SEAC
19
高敬国
待定
19
黄智远
SEAC
本周儿童聚会主题
Sunday School
Jesus Performs His First
(9:45-10:45am)
Miracle(John2:1-11)
Superchurch
God Shows Power and Sends
(11:30am-12:30pm)
Ten Plagues(Exodus 7:14-12:30)
教牧同工
陈明中牧师 郭路君传道 黄皓澄传道
卓铭禧牧师 李程雨玲传道(义务)
Rev. James Law
办公室同工：关丽樱 贾云霞
6508 - 31 Ave Edmonton Alberta T6L 6P7
Tel: (780) 463-1527 Fax: (780) 461-5898
Email: office@seachurch.ca
Website: mm.seachurch.ca

MCLC 社区中心
教牧同工: Rev. Tim Cook
办公室同工：王伟明
2101 Millbourne Road West, Edmonton, Alberta T6K 0Y3
Tel: (780) 462-2575 Fax: (780) 450-0058
Email: office@millbournelife.ca
Website: millbournelife.ca

2019 年 1 月 20 日上午 9 时 30 分
静默
宣召
三一颂
唱诗 快乐崇拜（生命圣诗#22）
生命的执着
脚步
祈祷
奉献
读经 路加福音 5:1-11
证道 被改变的 Δ
回应诗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家事报告
祝福
默祷

讲员
主席
领诗
司琴
司事
音控/投影

郭路君传道
王宇
秦静
卢素华
邱言莉 刘淑莉
季刚

◢教会事工篇◤
1. 爱城国语“把握时机”课程（Kairos）将于明年 2
月在城南堂举行。此课程将帮助教会门徒训练、
本地福音及宣教事工。1 月 27 日前报名$99，之
后$125。请向郭传道报名。
2. 2019 年度第一次长议会将于今主日 1pm 举行。
3. 2019 年周五晚上的 children drop-in program 已于
1 月 11 日晚上 7:30pm-8:45pm 正式开始，希望大
家踊跃参加。另外，也需要义工于当晚（6:307:00） 帮忙布置。有意参加者请与谢以乐姐妹
联络: yile.xie@seachurch.ca
4. Holy Spirit encounter 将于 1 月 25-27 日于 Beulah
Alliance Church 举行。费用为 $50，有意参与者请
向 Pastor James 查询。
网址:https://transformcma.ca/event/holy-spiritencounter-beulah-alliance/
5. 城南国粤语联合春节庆祝会于年初六，2 月 10
日上午 11:30am-1:00pm 于运动场举行。庆祝会将
有不同综合节目，盼望弟兄姊妹们踊跃参与，
并邀请亲友同来共贺新岁，分享主恩！餐券成
人$5，五岁以下小孩和新朋友免费，请向 Jane
Lee 购买餐券。
6. 国粤语联合营会将于 7 月 5-7 日在红鹿市举行。
主讲：简耀堂牧师，双人房价为$250 包四餐膳
食。有意者请向卓牧师、郭传道和黄传道报名。
7. 从启示录看近代中国国情分享会将于 2 月 22-23
日（星期五至六）晚上 7:30 于城南堂举行。主
讲: 汤颂年牧师，欢迎大家参与。
8. 预备明年复活节受洗弟兄姊妹请向郭传道报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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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篇◤
1.

丝绸之路：Damien & Darlene
下星期 Damien 将会到卡里奥与也门
的难民接触，求神带领他与团队在当
地的事奉。
→ 感谢神给我们机会与团队及国际同工
一同渡过圣诞。求神带领即将来临的
新同工，能够有效地同心事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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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同工 Anne Hodgkinson 将下星期加
入我们的团队，求神保守带领他适应
新工场。求主保守另一位同工因家人
生病暂时不能回到 Terrassa 的工场。
→ 感谢神供应了我们新的二手车。受到
环保条例的影响，我们需要卖掉我们
旧的柴油汽车，求主供应。
→ 求神带领我们未来的外展事工，并更
有效地服侍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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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神顺利地让NVOC迁移到新地址，
并让我们有机会与新的伙伴合作，一
同扩展事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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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宗教政策收紧，教会聚会亦受到
限制，求神拿开一切阻碍，赐当地领
袖同工聪明智慧，有策略地执行事工。
→ 我们的同工 J 于 11 月初接受了治疗，
请为到他的康复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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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为新的一年神带领长议会祷告。
2. 请继续为教会聘请英文堂带领牧师，
NextGen 儿童及青年事工牧者祷告。
3. 请为查经小组长每月学习祷告。
4. 请为 MCLC 未来的动向祷告，求神带领方
向并赐下异象。
5. 主日学。为国语堂春季主日学参与事奉的
老师祷告。
6. 请为各团契能建立信仰和福音扩展祷告。
7. 请为个人及教会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彼此
代祷，特别是在今年努力读一遍圣经、结
一个属灵果子、传一个福音。求神帮助我
们不断迈向成熟。
8. 也请为其他病患治疗中的弟兄姊妹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