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主题 :

【认识基督，渐渐更新】 (西 3:9 下-10)
忍耐等候宝贵的出产
“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雅 5:7 )
一句古老的格言说道：“忍耐是一种美
德。”在耕种这件事儿上，更是千真万确的道
理。苹果树不会今天开花，明天就结果子。种
子不会一发芽就长出成熟的谷物。耕种的人必
须耐心等待收割的日子，并接受一个事实：农
作物生长，很多时候都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
这样的忍耐等候其实是信心和盼望的表
现。整个生长季节，农民都期盼着“宝贵的出
产”。农民可以播种、照料种子，但带来出产
的却是“地”。
同样道理，跟从耶稣的人，无论生活是顺
是逆，都以信心和盼望面对，因为神应许会在
我们的生命中带来宝贵的出产。耶稣没有忘记
祂的百姓。祂为他们舍了生命；祂还会再来，
审判罪，并把它永远铲除。今日，我们需要的
是耐心等候。
你是否正抵受工作中不该有的压力，或正
被亲朋好友背叛，又或经历社会上的不公义
呢？是否因试探或自己的罪而灵里消沉呢？当
记得历世历代以至今时今日，神是如何扶持祂
的百姓的。在你等候祂“宝贵的出产”的时
候，要相信神会透过基督的怜悯与仁慈，及时
地为你带来释放与拯救。
摘自 《每日箴言》（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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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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省选举投票站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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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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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城南堂举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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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今年夏天 VBS(暑期圣经营)7 月 8 日到 12 日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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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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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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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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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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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Pastor Jason Fan 已完成化疗，正在休养当
中，求主医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