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主题 :

【认识基督，渐渐更新】 (西 3:9 下-10)
称赞, 批评 我让谁作我的评判？姚世熙
当你被别人称赞或批评时，你会有什么感受及反应？
作为一个老师，我每学期所教授的科目都要受到学
生的评核。 假若不小心， 那些对你欣赏及称赞的评
语， 能令你感到骄傲而不自知， 但那些不满意的批
评， 可令你受到伤害。作为一个基督徒老师， 我要
怎样面对这问题呢？ 愿从以下的经历和你们分享及
彼此勉励。
去年十一月， 一位来自亚洲的同学， 主动来找
我，要求为她申请学生交换计划写推荐信， 这位同
学， 读书成绩不错， 样子甜美， 容易令人产生好
感， 我经过考虑后， 决定为她写信， 但由于认识她
不足三个月， 便决定拖到多认识她一个多月才写。
圣诞期间， 收到她一封电邮， 除了祝我圣诞快乐
外， 更多谢我在过去学年帮助她， 虽然这是她第一
次念化学科， 但她很享受上课的时间， 并且化学已
成为她最喜欢的学科， 她并告诉我已注册了下学期
我任教的化学课， 更渴望能学到更多新的化学知
识。 看了电邮后， 我很高兴， 但不觉已被她的称赞
而感到自豪， 很有成就感。
一月开课后， 看到她来上课两次， 但没料推荐信
写完后，她便销声匿迹，再没有来上课。 虽然她的
名字仍在名单上，并按时交网上测验，但却成为一个
影子学生。 这件事令我很不好受， 觉得被骗， 心中
非常失望。 直至最近， 在『灵命日粮』看到一篇文
章, 作者建议我们受称赞或被批评时, 要仔细思想及反
省, 并从中学到什么功课, 之后要把它存在”神的文件
柜”中, 不要存在自己心中, 之后要谦卑地承认己过.
靠神的恩典走每天的路. 也就是说, 当人称赞时, 千万
不要把它归自己所有, 把荣耀归给神. 同样, 有批评时,
也不要铭记心中, 一切交给神, 不要耿耿于怀. 『你们
将一切忧虑(包括别人的评语)卸给神, 因祂顾念你
们』(彼前 5:7) . 看了文章后顿然轻省过来. 因为人所
所讲的不算数,只有神称赞才最重要. 此外, 约翰福音
记载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时, 很多人见了祂的神
迹而信祂, 但『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 因祂知道人
心里所存的』(约 2:23-25), 这记载可否帮助我们怎样
面对人的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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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事工篇◤
1. 会友年会通过决议，MCLC 将于 7 月归还区会。
2. 4 月 6 日 1-6pm 国语把握时机组长训练课程将于
城南堂进行。
3. 红十字会流动输血站将于 4 月 2 日（周二）下
午 3:00 至晚上 7:00 在城南堂提供捐血服务。
4. 特别福音主日将于 4 月 7 日城南堂举行，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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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阿省选举投票站将于 4 月 8 至 13，16 日上午
8:00 至晚上 9:00 于教会运动场举行。故此运动
场活动将暂停，如有不便敬请原谅。
6. 受难节国粤语联合崇拜将于 4 月 19 日上午
10:00 于城南堂举行。受难节英语崇拜将于 4
月 19 日上午 11:00 于 MCLC 举行。
7. 活节浸礼主日将于 4 月 21 日于城南堂举行。
8. 4 月 19 日 10am 受难节国粤语联合崇拜。
9. 4 月 21 日复活节浸礼特别崇拜。
10. 社区嘉年华 Yard Sale 将于 5 月 25 日（周六）早
上 9:00 至下午 5:00 于 MCLC 举行。活动丰富，
有各类私人收藏及用品摊位、大型吹气弹弹
跳，棉花糖小食亭及家庭活动。弟兄姊妹如欲
订台（每张$15），或有兴趣参加当日义工活
动，请电邮 millbournelife@gmail.com。
11. 今年夏天 VBS(暑期圣经营)7 月 8 号到 12 号于城
南堂举行。报名已结束，现招募志愿者，详情
请咨询谢以乐姊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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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Youth Foundation 将于 5 月（7, 14, 21 日）
开始至 6 月（4, 11, 18 日）逢星期二晚上 7:30
于 MCLC 提供晚餐给有需要的年青人。需要义
工提供食物及服侍年青人，有意者请联络 Emily
Law emilywjla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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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求主继续带领保守我们的同工，扩张
神的国度。
→ 请为到加拿大 50 万个留学生祷告，
让他们有机会认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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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恩道华人神学院感恩咨询会将于今
天晚上 7:30 于卡城华人宣道会举行。陈牧
师将于今天晚上赴会。
2. 请继续为教会聘请 NextGen 儿童及青年事工
牧者祷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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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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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or Jason Fan 已完成化疗，正在休养当
中，求主医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