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主题 :

【认识基督，渐渐更新】 (西 3:9 下-10)
流血 --- 流泪？

姚世熙

我喜欢听圣诗， 特别是一些传统的诗歌。最近从网上下
载了一首名为“流血歌”。 也是我从少已学会了的一首
诗歌。不知怎的， 当听到歌词的时候， 心里起了共
鸣， 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在神面前认罪， 因为感到
自己是个罪人，不配主耶稣造物的大君王为我受苦及流
血。我为每一个罪在神面前一一承认。 之后心中感到畅
快与轻省。 因为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
实的，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
不义”（约一 1：9）
很多时候我对自己的罪不太感到它的严重性， 觉得自己
是个普通人， 犯罪是难免的， 就算犯了罪， 干脆在神
面前认了便算， 也没有防止自己下一次犯罪。 比如常
在罪中打滚。我有兴趣知道大卫犯了奸淫并杀人罪后
（撒下 11 章），他当时心里有什么感受， 经文没有清
楚交代，似乎他一切如常。并娶了拨士巴为妻，直至拿
单先知指出他的罪行后才认罪。 究竟圣经对罪人又有怎
样看法？
“小子们哪， 我将这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约一 2：1）
“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 （罗 6：12）
你对罪的态度又怎样？ 有没有对它敏感？ 兹将“流血
歌”的歌词下载和大家分享：
嗟乎！我主为何流血？为何忍受死亡？
为何甘为卑微的我，遍历痛苦忧伤？
救主忍痛十架之上，果真为我罪愆？
大哉慈悲！奇哉怜悯！广哉主爱无边！
故当十架显现我前，我亦羞惭掩面，
我心熔化，热烈感谢，悲伤涕泪流涟。
纵使流尽伤心之泪，难偿爱心之债！
我惟向主奉献身心，稍报恩深如海。
摘自： 新编赞美诗
如欲听这首圣诗， 可从下列网站下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PLRG-xh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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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事工篇◤
1. 会友年会将于 3 月 17 日下午 1:00 举行。敬请预
留时间参与。
2. 敦传道和黄传道将于 3 月 12 至 14 日于
Sunnyside retreat Centre 参加宣道会新同工
营。
3. 3 月 16 日晚国语联合团契在教会举行。
4. 4 月 6 日 6pm 教会安排儿童牧者候选人与 1-12 岁
儿童家长对谈，有简单晚餐供应,有意参加者请
向以乐姊妹报名。
5. 特别福音主日将于 4 月 7 日举行，主讲嘉宾：
渔夫生命辅导中心负责人陈子明。欢迎邀请新
朋友参加。
6. 今年夏天 VBS(暑期圣经营)7 月 8 号到 12 号于城
南堂举行。目前大约仅剩 15 个名额。1-6 年级
孩子，报名费: $80/人，早鸟$60(截止日期 3 月
15 日），3 月 15 号之前新朋友半价，报名截止
日期 5 月 31 日。详情请咨询谢以乐姊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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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更鸟 3 月 17 日，截止过后为费用$350，
12 岁以下免费。有意者请向郭传道报名。
8. 加拿大宣道总会已经在去年 8 月份批准周炳荫
牧师师母一个宣教项目，每年支持四位圣经学
院毕业生差遣到“未得之民”地区建立教会，
为期三年。奉献请注明：“Approved Special:
LRPGs Opportunity - Train the Trainers (Hubert and
Portia Chau)”
9. 会友年会议程
1. 会议开始（法定人数）
2. 祈祷
3. 通过大会议程
4. 接纳 2018 年 10 月 28 日会友大会记录
5. 选举 2019 长老提名委员
6. 委任点票员
7. MCLC 未来方向
7.1 将议会议案提议
7.2 问答
7.3 会友投票
8. 2017 年财务报表审查报告
9. 教会事工
10. 教会未来方向
11. 教会条例
12. MCLC 投票结果

13. 财政报告
13.1 2018 年财政报告
13.2 2019 年财政预算
13.3 资金调动议案
13.4 2018 年财务报表审查
14. 结束祈祷
15. 动议休会

◢宣教篇◤
1. 丝绸之路：Damien & Darle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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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ulo 将与同工接触新的邻舍，扩展
福音工作，求主带领。。
→ 求主继续祝福和带领 Phoebe 于阿拉
伯文的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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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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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S短宣队
→ 由于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不良，今年
到昆明及青海的短宣队成员将会面临
当地政策收紧所带来的拦阻，请为到
短宣队的安全祈祷。

◢代祷篇◤
1. 请继续为教会聘请 NextGen 儿童及青年事工
牧者祷告。
2. 请祷告记念粤语部受浸姊妹：张吴婉明
（Frieda）、谭素馨（Betty）。国语部受浸
姊妹：张金梅、郭以琳、郝志芳。转会者:
马黄惠莲。愿他们竭力追求神的话语，灵
命进步，爱主更深。
3. 徐帼政姊妹(Janney)的母亲于 3 月 5 日于
香港去世，Janney 将回港，求主保守及安
慰家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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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陈牧师姐姐 Pearl 已开始新一轮放疗，一
天五次，为期三星期，请代祷。
6. 安童 Alston 已于本周接受心脏手术，求主
安慰保守 Alan 和 Conita 一家及医治安童。
7. Pastor Jason Fan 已完成化疗，正在休养当
中，求主医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