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報告

上週各聚會人數

1.

歡迎今早參加崇拜的新朋友及弟兄姊妹。

2.

聖餐：下主日為每月一次的聖餐主日，請預備
身心靈去領受。

粵語崇拜
英語崇拜
兒童崇拜
祈禱會(中)

3.

每週祈禱會：本週三晚八點在教會舉行。冬天
過去了，感謝神我們可以藉著好天氣時，與神
同工。鼓勵弟兄姊妹以禱告事奉神，為祂的國
度一同爭戰。

教會聚會簡介
主日聚會：
粵語崇拜
粵語主日學
英語崇拜

4.

合班祈禱會：於下主日早上 9:30 在禮堂舉行。
鼓勵各會友參加，一同為教會守望。

5.

預苦期靈修：鼓勵會眾在預苦期間採用「靈命
日糧 - 復活節特別版」小冊子靈修默想，藉此眾
弟兄姊妹一同進入靈修之旅。小冊子可在大堂
索取。

祈禱會：

本月起主日學新安排：
主日學校長：Pastor Rebecca
主日學行政：蔡師母、Richard Wong
課程：
(1) 舊约研讀：詩篇 / 導師：Pastor Rebecca,
Richard Wong（地庫 B1 課室）
(2) 希伯來書：唐崇榮牧師視頻（禮堂）
(3) 啟發研經班：士師記 / 導師：Sharon &
Jolland（圖書館）
上課時間：每主日早上 9:30 至 10:30 (第一主日
除外)。鼓勵弟兄姊妹及慕道朋友隨時參與上
課，在靈命上進深追尋。

查經小組：

6.

7.

約書亞團契：本週六（4 月 1 日）早上十點在教
會召開職員會會議，請有關弟兄姊妹出席。

8.

2017 教會通訊錄：於今日派發，每家一份，請
於崇拜後向司事索取。會按照在通訊錄內的家
庭派發。

9.

蔡牧師早上 9:15 在唐人街母堂國語部証道，請
代禱記念。

奉獻收入
常費
差傳
短宣
合共

粵語部
英語部
上週總數
$6,865.35 $2,965.00 $9,830.35
$352.00 $1,000.00 $1,352.00
$0.00
$0.00
$0.00
$7,217.35 $3,965.00 $11,182.35

一月至上週收入
$54,456.28
$6,837.00
$0.00
$61,293.28

85
38
16
16

上午 11:00
上午 9:30
上午 11:00
2017 年 3 月 26 日

每月第 1 主日上午 9:30
週三晚上 8:00

(每月第一個主日祈禱會後，隨著
的星期三晚上祈禱會便會停一次)

(粵/國)

週五晚上 8:00

康樂活動小組：
羽毛球
讚美操

週四晚上 8:00
週四晚上 8:00 及
週六上午 10:00

團契聚會：
粵語：
保羅團 (中文職青) 週六下午 4:00
4 月 1 日：讀書分享「基督徒的家庭生活」
約書亞團(成人)
週六晚上 7:30
4 月 8 日：怎樣接受愛
以諾團(年長)
週三早上 10:00
4 月 5 日：查經
英語：
T412(初/高中)
週五晚上 7:30
3 月 31 日：Doctrine
Vibrant (大專)
週五晚上 7:30
3 月 31 日：Evangelify
Cornerstone(成人)
週五晚上 8:00
3 月 31 日：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

全年目標
$252,400.00
$37,900.00
$0.00
$290,300.00

祈求供應 (尚欠)
$197,943.72
$31,063.00
$0.00
$229,006.72

週五晚上 8:00

本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崇拜進行期間
請關上手提電話及傳呼機
年長不便站立的兄姊
唱詩及牧禱時可不必站立

以讚美之心敬拜神

以聆聽神話語之心敬拜神

以感謝之心敬拜神
以關懷神家之心敬拜神

講員
國語翻譯
主席
領詩
司琴
司事及招待
影音
事務輪值
數點奉獻
迎新
停車場指揮

：蔡健強牧師
：梁沈玉玲姊妹(在圖書室内)
：吳志明弟兄
：莫陳小嫻姊妹
：高莫雅怡姊妹
：蕭兆娥姊妹 / 曾梁玉儀姊妹
：高俊傑弟兄 / 陳君然弟兄
：曾毅堅執事
：陳君然弟兄 / 黃雄昌弟兄
：辛嘉寶姊妹 / 袁淑雲姊妹
：黃志強弟兄 / 梁志明弟兄

講員 : 蔡健強牧師
講題 : 神的忿怒突顯人的需要

講道經文：羅 1 : 18 - 32

序樂 ....................................................................... 司琴
默禱 ....................................................................... 會眾
宣召 ............................ 詩 118:1-4 ......................... 主席
頌讚 ....................................................................... 會眾
牧禱 ................................................................... 蔡牧師
讀經 ............................ 羅 1:18-32 ......................... 主席
信息 ............... 神的忿怒突顯人的需要 ........ 蔡牧師
回應詩 ......................人們需要主 ....................... 會眾
奉獻 ....................................................................... 會眾
家事報告 .............................................................. 主席
歡迎 ................................................................... 蔡牧師
三一頌 ................................................................... 會眾
祝福 ................................................................... 蔡牧師
阿們頌 ................................................................... 會眾
默禱 ....................................................................... 會眾

2017 年 主題： 在愛中彼此建立
代禱事項(請將代禱事項、鼓勵的說話及提供的意見交與蔡牧師或
放入奉獻袋內)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員 ：蔡健強牧師
主席 ：陳炳坤弟兄
領詩 ：林周厚頤姊妹
司琴 ：黃陳志英姊妹
迎新 ：譚李德莊姊妹 /
邱月鳳姊妹

國語翻譯
司事及招待
影音
事務輪值
數點奉獻
停車場指揮
襄禮

：劉許幼娣姊妹(在圖書室内)
：王袁瑞娟姊妹 / 蔡琳姊妹
：高俊傑弟兄 / 胡偉文弟兄
：程志剛弟兄
：陳岑少霞姊妹 / 譚嘉莉姊妹
：黃雄昌弟兄 / 梁志明弟兄
：馮國安執事 / 曾敏賢執事

2017 年 3 月 26 日代禱事項

差傳部

﹙*未信或未受洗者﹚

1.

為馬太宣教士在中國的培訓工作禱告，雖有打擊，但有神的保守與供
應；為到在中國有教會以金錢奉獻支持事工感恩。

教會事工

2.

為 6 月的秘魯短宣（隊員：蔡牧師、Jolland/Sharon、Thomas/Eveline、
Candy）禱告，求神賜下智慧如何預備這次短宣。也請為當地大水災禱
告：難民的安危、家園的重建、疫症的控制、和救援工作等。

3.

8 月的小城短宣 — 求神興起更多弟兄姊妹參加而禱告。

4.

為 Alice Ho 統籌 6 月份兩次秘魯短宣事工、2 及 11 月兩次「Kairos 課程」
、
丈夫的健康及其前面事奉方向、並她家經濟需要禱告。

5.

為 Pastor Teresa Leung 的身體健康及靈命禱告。也記念她在中國和尼泊
爾兩地藉著教育、義診和營商的福音和門徒訓練工作。

6.

崇拜部 — 為各崗位服事的兄姊們靈命禱告，藉著屬靈的扎根生活，使
服事更有果子，使榮耀歸給神。

為 Jillian Chong 姊妹在 SFU Focus Club 向新同學傳福音、她自己的經濟
需要、及與其他福音機構和諧合作禱告。

7.

成長部 — 為新主日學的籌備工作，及部門各事奉兄姊們禱告，更求
神賜下渴慕靈命成長的心志給會眾。
會友部 — 為部門各事奉兄姊們禱告，求神賜恩加力，也請記念：

為在尼泊爾宣教士 Watters 他們的工作居留証、政府批准的 5 年預算、
及工作項目等禱告。

個人需要：外遊及軟弱肢體

1.

為蔡牧師、馮傳道、執事們、各部部長們及教會秘書代禱，求主賜給
他們智慧與靈命，使他們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2.

為英文部聘牧委員會（成員：蔡牧師、Jolland、Jonathan、Keith、Sam、
Alvina），求神帶領賜恩加力。

3.

為兒童部禱告。求神感動人主動並甘心地來事奉，好讓同工們，既有
服事又可以有正常的敬拜。

中文部
1.
2.
3.

a. 教會退修日營 — 今年 5 月 7 日在 Poco Inn 舉行。請為全體會眾禱告，
盼望全教會（中文部）都能出席，同蒙主恩。
b. 約書亞團契 — 求神賜下智慧與能力，服事更蒙主悅納。為 4 月 8
日（週六）團契 —「怎樣接受愛」禱告。
c. 保羅團契 — 求神記念當中年青的家庭，能相互在靈中交往，彼此
照顧並激勵共同在靈命中成長，成為下一代的好榜樣；也為閱讀並
分享「基督徒的家庭生活 Christian Living in the Home」禱告。也請
為在團契進行時，能有弟兄姊妹幫忙照顧小孩一事禱告。

1.

為 Sharon/Jolland 孫兒梁證希 Eoin 禱告，求神賜下足夠鈣令新生長的
大腿骨强壯。

2.

為病痛者禱告：牧師/師母的大女兒 Grace（持續發燒）
、李胡玉珍
Irene（現已入住臨終病房）
、黃志賢*（Jenny Wong 妹夫，因中風待康
復中，並為他全家得救恩禱告）
。

3.

在這感冒季節，也請互相代求，求神保守弟兄姊妹的身體健康。

4.

為回鄉探親的 Richard*/Joyce* Tan 一家、Karina（女：Charlotte &
Celeste）、Thomas/Eveline Luk、梁雪貞 Maggie、關世琪 Vicky、Erica &
Wai Shum 禱告，求神保守她們旅途上平安，並賜傳福音的機會。

d. 以諾團契 — 求神吸引年長的弟兄姊妹共聚一起，相互關懷，追求
靈命成長；也求神賜智慧能力給馮傳道帶領團契。
4.

事工部 — 為部長 Erica 及副部長 Dennis 禱告，求神賜智慧恩典，如何
策劃事工，好使教會得著建造。也為讚美操禱告，求神藉此吸引弟兄
姊妹和新朋友操練身體，並傳揚福音。

英文部
1.

為英文部領袖們（Keith, Sam, Robin, Salina, Valerie, Keith Chan, Janitta,
Queenie, Mati, Jonathan and Alvina）禱告。求神使他們在等待神所賜的
牧者期間，被聖靈充滿，有神的智慧及各樣恩賜，照管神的小羊。

2.

為 T412 正在上 101 課程禱告，藉這課程讓他們明白救恩，決心相信並
受洗歸入基督。

其他
為加拿大政府禱告。五月將是卑詩省省選，求神掌管並賜給當權者有敬畏
神的心，制定合乎聖經和神心意的政策，特別在教育、同性婚姻和毒品上，
好使神兒女們能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