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及其他消息 

1. 作為幸福小組計劃的一部分，我們將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天舉行名人講

座，傳講福音信息。下主日4/3我們邀請了Larry Wong牧師博士(2018年退

修會講員），不用介紹的林修榮是4/10的講員。請邀請您的尋道者朋友

出席。 

2. 2月份行政會會議記錄已經電郵寄上。 

3. 兒童部決定四月三曰星期天正式開始實體聚會，歡迎家長帶他們的小朋

友來參加。詳情請聯絡Esther Wang姊妹。 

4. 接下來一個月的講員安排：4/3 黃儉昌牧師，4/10 林修榮，4/17幸福小組

分享慶祝，4/24 邱清萍牧師。 

5. 加拿大聖言將於2022年3月31日開辦「十步釋經法基礎班網上課程」(逢

星期四) 晚上7:30 – 9:30 加拿大東岸時間。講師曾永光牧師及王志強牧

師。賴若瀚牧師著的課本《十步釋經法》。教會參加(五位以上半價優待

每位$20)。詳情請看"十步釋經法基礎班e-Poster.docx"，已經電郵寄上。 

6. 林思敬傳道給我們的家書隨主日崇拜程序電郵寄上。 
 

教會祈禱事項  

1. 祈求Angie的朋友周先生和周太有機會在幸福小組聚會中聽到福音。願聖

靈感動他們的心，接受耶穌為他們的救主。祈求聖靈帶領David牧師和參

加幸福小組的弟兄姊妹用智慧言語在分享上帝救恩的事工。 

2. 我們的教會已提供Anh Truong 牧師兼職牧師職位來帶領英文部事工。在這

個過程中祈求神Anh牧師能按照神的旨意做出決定。願上帝按照祂的旨意

提供一位合適牧師來帶領我們的英文部事工。 

3. Sam Wong弟兄的頸肩痛使他在過去幾週內無法得到足夠的休息。祈求上

帝賜快速醫治。幫助他找到合適的醫生治療。 

4. 感謝上帝和大家的禱告，林思敬傳道一家已經全部康復，小兒子沒有染

病，並已一家團聚。 

5. 感謝神的醫治，David 牧師的媽媽、Elice 的侄兒與他的妻子已經康服。繼

續為香港的疫情禱告。我們教會還有許多親朋戚友在香港患上新冠肺炎，

祈求神保佑，賜他們早日康復，保守香港。 

6. 祈求神幫助兒童部同工尋找適宜的兒童主日學和崇拜教材。 

7. 祈禱家長們願意帶孩子們回來教會和孩子們能盡快地適應教會的環境。 

8. 司徒太三月初摔倒。手術成功。於3月8日出院，正在家中休養。請為她的

康復祈禱。 

 
主日守則  預備身心  提早到達  全人投入 

敬拜衣飾  攜帶聖經  節錄筆記  聖言裝備  
 

 

網上祈禱會   

逢週三晚上七時三十分 

https://zoom.us/j/8238804585 

 

小組聚會 

Life To Life  (職青小組)  

每隔一週的星期五 

網上晚上八時  

聯絡人: Ronald Lee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已婚及幼兒家庭小組) 

每隔一週的星期四  

網上晚上七時四十五分 

聯絡人:  

Timothy & Jennifer Tsun,  

Joe & Claire Ng  

 
iFamily  

(孩子為高中以上的家庭)  

每月第一及第三週 

星期六 

網上晚上七時三十分 

 聯絡人: Yuk Yung 

 
Pioneer  

(孩子已成年的家庭) 

逢星期六 

網上早上十時 

zoom ID 842791990 

聯絡人: Bill Kwong  

 

Morning Light (旭光)  
(Bilingual 雙語) 

每月第二及第四週 

星期六早上十時 

聯絡人: Gordon Hall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半 
    講員: 邱清萍牧師 

    主席: 石文華姊妹 
 

         ……… 主日崇拜程序 ………            
        https://zoom.us/j/9938726746 

敬拜讚美           

宣    召                           莊凱蓉姊妹 

頌    讚  

奉    獻     

祈    禱                石文華姊妹 

讀    經        約 15:13-16  

信    息       「與神同行，與主為友」      邱清萍牧師 

為未得之民禱告              范師母 

歡     迎         石文華姊妹 

報     告           

祝    福          邱清萍牧師 

默    禱      會眾 

 

…… 主日學上午 11:15 …… 

咖啡廳 A3室或 https://zoom.us/j/88447356876 

《耶穌生平》E3室或 https://zoom.us/j/8238804585   

 

四月三日事奉人員 

證道:黃儉昌牧師   聖餐:范榮香牧師  

主席、祈禱:曾月英姊妹   領詩:Abby Chung 姊妹    



 
宣教工場資訊與代禱事項 

 
絲路事工  

1. 為同工能持續經歷福音的大能、並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

工禱告；為團隊健康代禱，同工們彼此信任、互相支持、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2. 持續為疫情、防控措施及學校管理制度代禱，求神讓校園

大門能正常出入；本學期我們計劃開始西大團契，這裡有

約10位弟兄姐妹；本學期目標是與學生建立信任的關係，

開展穩定的門徒造就；另外遠距離的三所大學（每校3-5位

弟兄姐妹），我們期待透過定期的陪伴持續堅固門徒的生

命，使這些校園福音的火持續燃燒；這個學期我們計劃舉

辦各校/跨校學生退修會，求神預備合適的時間，盼望看到

透過退修會學生在愛神、關心彼此及校園福音使命上有突

破。 

3. 請為愛穆團隊同工與神的關係代禱：謙卑且有信心地與神

同行，為同工未來三年的服侍禱告，好幾位面臨變動。  

4. 絲路地區4月份安排姐妹同工退修會、5月份安排弟兄同工

退修會，時間均為4天，期待姐妹/弟兄在退修會中能好好

休息、享受一起敬拜和交通的時間，重新得力；由於疫

情，同工們這兩年都沒有團聚過，求神賜福這個時間。 

5. 為有變動的同工禱告，無論是離職或是改變目標群體，願

他們明白神的帶領，以信心回應祂，一生跟隨主。 

兒童五年級以下 
 

Every Sunday 

兒童崇拜 (暫停) 
9:30—10:45 am 

 

 

主日學 (暫停) 

11:15-12:30 pm 

幼稚園至五年級 (Room E6) 

幼稚園以下 (Nursery) 

Baby Rejoice :  三歲以下 (Nursery) 

聯絡人: Lilian Tsang  

 

 
 

英文部事工 

我們的異象是一個不斷成長的成年及少 

年群體，學效大衛一樣去服侍他的世代 
 

English Group  

(Youth and Young Adult) 

Every Friday 8pm  

Contact: Church Council 

  詩篇 舊約 新約 箴言 

禮拜日 44:04-08 申 05:01----06:25 路 07:11------35 11:29-31 

禮拜一 44:09-16 申 07:01----08:20 路 07:36--08:03    12:01 

禮拜二 44:17-26 申 09:01----10:22 路 08:04------21 12:02-03 

禮拜三 45:01-09 申 11:01----12:32 路 08:22------39    12:04 

禮拜四 45:10-17 申 13:01----15:23 路 08:40--09:06 12:05-07 

禮拜五 46:01-07 申 16:01----17:20 路 09:07------27 12:08-09 

禮拜六 46:08-11 申 18:01----20:20 路 09:28------50    12:10 

每週讀經 

2022 Mar W4 

崇拜出席人數 

 粵語 英文 兒童 合共 

3 月 20 日 67 9 NA 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