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每週聚會及出席一覽表 

聚會類別 聚會時間 出席 

主日崇拜(國/粤) 

週日 

2:30PM 98 

主日崇拜(英語) 2:45PM 23 

主日學(成人) 12:45PM  

主日學(兒童) 2:45PM 18 

小組查經(廣東話) 週一 10:00AM 13 

教會祈禱會 
週二 

8:00PM 16 

香柏團(普通話) 第二週 10:00AM  

小組查經(普通話) 週三 1:30PM  

小組查經(普通話) 週五 8:00PM  

福樂團(樂齡) 
週五 

10:00AM  

頌恩團(廣東話)除第一週外 8:00PM  

TnT 真理騎兵團(社青)(英語) 週五或週六  

Josiah 青少年團契(大專)(英語) 

週六 

10:00AM  

Joseph 少年團契(中三～五)(英語)第一/三週 7:30PM  

Nehemiah 少年團契(中一～二)(英語)第四週 7:30PM  

利百加婦女團契(廣東話)第一週 2:00PM 12 

恩雨團(普通話) 除第一週外 6:30PM  

家庭生命小組 週間  

 

※崇拜事奉安排表 

主日 

事奉 
三月八日 三月十五日 三月廿二日 

講員 胡君才傳道 甘志聰牧師 吳家興牧師 

主席 陶偉基長老 林恩泉 宣愛軍 

領詩 滕林波 胡志華 張惠慈 

司琴 劉崇基/樊朱瑩儀 劉崇基/樊朱瑩儀 劉崇基/樊朱瑩儀 

翻譯 陶董惠玲 涂正剛 羅笳鳴 

投影 崔津燕 張燕 崔津燕 

司事 鄭王秀玉/高廖彩鳳 陳堯輝/陳黎笑霞 楊曾秀珍/張蓉華 

茶點    

清潔    
※願父神賜福您的事奉及擺上，使多人得到祝福。 

 

 

全年主題：識主更深‧愛主更親‧隨主更近 

主題經文 : 《箴言》三章5-6節 

 
 

 

 
主日崇拜程序   2020年3月8日下午2:30 

宣召                                                主席 

禱告                                                主席 

讀經 《箴言》一章20-33節 會眾 

唱詩 【唯有耶穌】         會眾 

兒童信息                                            教牧 

讀經 《瑪拉基書》四章1-6節           主席 

唱詩 【讓我得見祢的榮面】                  會眾 

 【呼求祢憐憫】                          

獻詩 【寶貴禱告良辰】                      詩班 

講道 【心轉向何處？】       胡君才傳道   

           《瑪拉基書》四章5-6節 

奉獻      會眾  

頌榮 【三一頌】 會眾 

報告   李毅長老 

祝禱  教牧 

殿樂 【阿們頌】 會眾 

       彼此問安         全體 
※崇拜聚會請儘早入席；聚會中請保持安靜，並將手機關掉或改為飛航模式。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

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 



※本週金句：「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

咒詛遍地」(瑪四6)。 

※家事報告 

1. 歡迎參加南岸華人宣道會滿恩堂主日崇拜聚會，請新來嘉賓留下姓名電

話方便聯絡，如需要教會牧師或傳道禱告或探訪者請聯絡我們。 

2. 鑒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嚴峻，教會計畫撥款$5000 購買醫療防疫用

品，運往國內支援疫區醫院及援助有需要家庭。若弟兄姐妹有感動，可

藉金錢奉獻或捐贈口罩及抗疫物資支持此活動。如欲查詢此活動安排，

請與長老或牧師聯絡。 

3. 感謝胡君才傳道這兩天來到我們當中分享神的話語，願神繼續祝福和使

用他的事奉。 

4. 教會訂於 4 月 12 日復活節主日舉行浸禮，歡迎有心受浸加入教會的弟兄

姐妹報名申請。申請浸禮條件如下： 

i. 已經接受耶穌基督作為個人救主，並有清楚的個人得救見證， 

ii. 於近十二個月內經常參加本堂兩種不同性質之聚會— 

a. 主日崇拜，及 b. 主日學或團契小組(長者除外)， 

iii. 必須年滿十六歲以上， 

iv. 完成 12 堂的《新生命》福音課程； 

報名申請的截止日期為 3 月 22 日；有關浸禮申請請向吳家興牧師查詢。 

5. 教會已開始新一期的《新生命课程》，時間 12:30-2:00。此課程主要介

紹基督信仰的基要真理，也是教會受洗的條件之一。歡迎慕道朋友及有

興趣者参加學習。 

※其他教會及福音機構消息 

1. 3 月 21 日(週六)9:00am-12:30pm/1:30pm-3:30pm 在城西浸信會有中信主

辦的『懷中天使—認識及與有特殊需要人仕同行』活動(粵語，國語傳

譯)，講員：譚鄧靜墀牧師；歡迎弟兄姐妹參加。 

2. 4 月 3 日(週五)晚 7:30 在 MCBC(滿地可華人浸信會 3567 St-Urbain)有中信

中心舉辦的 Youth Mental Health Rally，請家長們鼓勵並陪同家中的青少

年一起與會參加。 

3. 4 月 4 日(週六)在滿地可堂有全加海外中國人巡迴佈道會『生命的抉

擇』，講員是馮偉牧師；歡迎弟兄姐妹邀請慕道親人及朋友參加。 

4. 4 月 10 日晚上 7:30 在滿地可堂有蒙城華人教會受難節聯合聚會，歡迎

弟兄姐妹預備心參加，記念主基督為我們在十字架上受難和捨命。 

5. 『家新』主辦的《恩愛夫婦營》將分別於 4/10-12(粵語) 、17-19(國語)在

Cornwall, ON 舉行；歡迎夫婦報名參 (詳情見布告板)；教會有補助。 

 

※感恩/代禱事項 

1. 感謝主，教會捐助的防護物資已順利送達武漢的普仁及天門兩所醫院；

求神看顧保守前線的醫護人員。 

2. 請繼續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守望禱告，懇求神的醫治、賜下平

安，憐憫保守各地疫情得以止息。 

3. 請為身體軟弱的肢體代禱：高桂華的父親，趙偉峰的父親，甘盛，       

呂曼青的母親郭秀連，李欣遠的父親，張躍鋼的母親王綺彬，周麗蔷的

母親，唐莫可如，谷鄒秀蓮，遲林的父親遲仁義，陳世群，胡志華的   

父親胡吉，余敦平師母的父母，李慧，涂正剛的母親，陳愛珍的大哥   

陳琪，王力一的丈夫張平，陳岑燕萍，梁沈鳳儀，劉偉心的母親，       

陳月華，鄧沃明的母親黃彩英，謝淑珊。 

4. 請為外出探親、遠行、工作的代禱：陳潤華夫婦，黃鄒錦笑，高志鴻夫

婦。 

5. 歡迎弟兄姐妹在週報內刊出感恩及代禱事項，如身體健康求神保守醫

治，外出旅遊或探親求主賜平安等等；請親自與關顧部高平長老或陳愛

珍執事聯絡。 

※團契/小組消息 

1. 楊雲真傳道帶領的『美癌』(MAY I)小組於每月第一個週五下午2:00-4:00

在教會地下室聚會，歡迎有興趣的弟兄姐妹參加。 

2. 教會網站上的電子書庫中有FamilyLife提供的『家庭建造者系列』材料，

包括家庭生活中婚姻及親子關係的不同專題，提供問題討論和經文輔

助，內容相當豐富，非常適合小組使用，請弟兄姐妹多多利用。

http://www.southshorecac.org/?page_id=1266 
3. 請有心開放家庭、帶領小組的弟兄姐妹與吳家興牧師聯繫。 

4. 關顧部鼓勵大家參與崇拜後的茶點奉獻，請到佈告板茶點奉獻表上填上

您的姓名；如需要關顧部協助，請洽詢陳愛珍執事。 

※財政報告 (報稅收條只用奉獻封上的報稅名字) 

﹝奉獻封上請清楚填寫您的中、英文姓名及地址﹞ 

※奉獻教會支票抬頭請用教會英文全名：South Shor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常費+宣教 建堂 教牧 合共總數 

每週預算 3,087.69 576.92 384.62 4,769.23 

上週獻金 7,091.00 373.00 848.00 8,312.00 

差額 3,283.31 (203.92) 463.38 3,542.77 

全年預算 198,000.00 30,000.00 20,000.00 248,000.00 

全年獻金 36,375.80 1,891.00 4,796.00 43,062.80 

差額 (161,624.20) (28,109.00) (15,204.00) (204,93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