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金句

南岸宣道会主恩堂

“…… 我们为这事作见证；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作见证。”
（使徒行传 5:32）

教会崇拜/团契时间表
Zoom 地址

崇拜/团契

聚会时间

成人主日崇拜

每周日上午午 10:00

密码：911

地址：95 Lorne Avenue, St-Lambert, QC, J4P 2G7
电话：(438) 409-7210
教会网址：www.ssea.church
顾问牧师：陈志诚牧师 成辉营牧师 甘志聪牧师
教牧：杨美英传道

密码：911

联系人

电话

肖永军弟兄

514-441-5748

主日崇拜程序
888 157 350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日上午十点

Zoom 同步线上直播 https://zoom.us/j/888157350
会议 ID： 888 157 350 密码：911

主日崇拜前祷告会

每周日上午午 9:00

888 157 350

楊美英传道

438-883-5600

主席

李守华弟兄

青少年主日学

每周日下午 2:30

102 636 703

徐冰弟兄

514-655-8876

讲员

杨美英传道

儿童主日学

每周日下午 1:00

180 675 040

李梦姊妹

514-561-2902

祷告会

每周三晚上 7:30
（网络）

766 565 997

楊美英传道

438-883-5600

基督之家

隔周周二上午 10:00
（网络）

514 655
8876

李东军弟兄

514-649-3050

恩典小组

每月单周周四晚上
7:30 （网络）

267 127 926

孙广清弟兄

514-561-5788

成人主日学

每周五晚上 7:30
（网络）

829 3259
6677

双长明弟兄

514-225-1049

葡萄树小组

隔周周六上午 9:00
（网络）

890 7461
4996

李守华弟兄

438-409-7210

沐恩小组

隔周周六下午 3:00
（网络）

438 409
7210

白丽华姐妹

514-708-8119

南岸迦南小组

每周六晚 7:30
（网络）

839 391 981

许春智姊妹

438-938-3616

静默

唱诗

建堂
0

其他
0

双长明弟兄

讲员

吴豪牧师
主席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
和华超乎万民之上，祂的荣耀高过诸天。(诗 113:3-4）
1. 16 主治万方

2. 185 奇异恩典

主席

会众

祈祷

主席

读经

【使徒行传 5:1-42】

证道

大有能力的教会

回应诗歌

会众
杨美英传道

我愿为祢去

会众

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
奉献

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

会众

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玛 3:8）
主席

颂赞

总金额
172.10

主席

主在圣殿中

家事报告

2021 年 3 月 13 日奉献和出席记录
常费
宣教
172.10
0
成人主日崇拜：线上 33 家
青少年主日学：12 位
儿童主日学：5 位

宣召

下周

三一颂

会众

祝福

杨美英传道

默祷

会众

领诗

潘继海弟兄

司琴

伊勤姊妹

技术支持 肖永军弟兄 李东军弟兄

下周

金颂平姊妹
音频伴奏
李东军弟兄 马晓峰弟兄

主恩堂 2022 年 3 月 20 日主日家事报告事项：
1. 【欢迎新人】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及新朋友参加线上主日崇拜，散会
后，参加线上的新朋友请在 chat 上留下您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以便日
后联系，彼此交流认识。
2. 【崇拜部】教会决定于 4 月第一主日恢复实体现场主日崇拜，并备
有同步线上直播聚会。鼓励弟兄姐妹回教堂实体敬拜，且遵守防疫措
施：戴口罩及保持距离；但若有不方便者，可以在家中参加网上崇拜；
并请为此事工祷告。
3. 【教会洗礼】将于 4 月 17 日复活节主日举行，目前报名受洗者
有：何平姐妹、王立新姐妹、陈曙弟兄及李娜姐妹，请大家在祷告中纪
念他们愿意跟随主的信心和心志。
4. 【教会祷告会】祷告是教会的基石和推动事工的动力。为了教会的
复兴，主旨能成就、主名得荣耀、神国得拓展及信徒得成熟，鼓励弟兄
姐妹踊跃参加每周三晚上 7:3-9:00 在线上举行的祷告会，会议号：766
565 997 ；密码：911；及主日上午 9:00 崇拜前的祷告会，会议号：
888 157 350，密码：911。
5. 【教育部】成人主日学开设网路《小组长培训课程》，已于 3 月 11
日周五晚 7:30 开始，主讲人：胡建建牧师，欢迎弟兄姐妹以谦卑受教
的心，积极参加学习。会议号：839 7906 6552，密码：911。
6. 【肢体生活】目前教会有 5 个生活小组：基督之家、恩典、葡萄
树、迦南，沐恩小组仍在线上进行；灵粮蜜语小组和基督之家目前并于
葡萄树小组一起学习和成长；鼓励弟兄姐妹和慕道友都加入到小组，与
肢体连结，相互关怀代祷，相互学习成长，活出主爱，荣耀主名。
8. 【福音关顾】疫情期间，为了给大家提供网上交流, 认识基督信仰
以及关顾与帮助的机会，教会增设设立了联合福音关顾 Zoom 会议室 ID:
830 3344 4987 密码: 555。有以上需要的朋友或弟兄姊妹请联系：马
晓峰弟兄：514-550-6127 或孙广清弟兄：514-561-5788。
8. 【财务部】奉献是基督徒应尽的本分。奉献方式有两种：1.支票奉
献，邮寄地址：9080 Croissant Roussel，Brossard，QC,J4X 2R1；
2..e-transfer 奉献:sseac2017@gmail.com

感恩代祷事项
1. 加拿大各省虽然宣布大解封，魁省也要与病毒共存，但我们继续保
持卫生的防备及警惕，以免病毒再次重复。同时，求神感动及带领弟兄

姐妹在疫情下彼此联络及问候，表达关怀及代祷，以致能保守每个人身
心灵的健壮，早日走入正常的生活。
2. 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祷告，求主平息争战和保守百姓脱离战争
的危害；也不给恐怖组织趁机发动攻击；更求神在世界各地打开传福音
的门，使更多人能认识主，离弃罪恶，悔改归主，以爱和饶恕代替仇
恨，让世界有真正的和平。
3. 为教会明年主题《复兴教会 拓展神国》祷告，愿圣灵在教会中普
遍而深入的工作，使教会更新回转，重新得力，灵命进深，满有生命力
的去广传福音领人归主，神国度得以扩展。
4. 求主赐给牧者和核心同工有智慧、信心和属灵的洞见，让他们能在
这与“病毒共存”的期间，继续照着神在主恩堂的旨意和计划，开展且
进行教会的各项事工，建造荣神益人的教会。
5. 求主更新教会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但愿圣灵激动弟兄姐妹祷告的
灵，成为代祷的勇士，把周三晚上的时间分别为圣，来到神面前，与神
同行，为我们所处的世界和身边的人代求，使福音遍传，神的和平和公
义得以被建立。
6. 为教会讲坛和讲道人祷告，求圣灵恩膏，使其能按着正意分解真理
的道；也为听众祷告，求圣灵预备众人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而明白神的
旨意且愿意顺服遵行。并为聘请教会牧者祷告，求主赐予合适的人选，
来牧养和带领信徒。
7. 为普世宣教、海外和本地宣教（Brossard 区还约有 3 万华人未听闻
福音）以及主恩堂宣教差传事工祷告，求主点燃弟兄姐妹宣教的热忱，
成为积极与周围人分享福音好处的使者，在疫情期间仍不断为主得人。
8. 为教会儿童青少年以及其事工和同工祷告，求主亲自带领保守他们
的心怀意念，赐给他们够用的恩典、智慧及能力，使他们能一生跟随事
奉袮。
9. 个人代祷：1）为身心得康复安慰：周平、胡瑞丽、周亚东、李洁玲的
先生祖晓明、刘爽、潘继海的母亲淤萍儿的康复、王薇、安妮、许玉东、
李翠霞、陈小萍的先生万正凡、双长明的母亲。2）为出远门者出入平
安：陈小萍夫妇、桂琦夫妇、梁秀雯；3）为历年受洗归入教会者祷告，
求主赐给其坚定跟随主的心志和信心，在主里长大成熟。4) 为过往曾经
做过决志祷告者祷告，愿圣灵继续感动其回转归顺基督。5) 为刚搬进南
岸居住的肢体: 苏裴一家、王莉一家。6) 为弟兄姐妹家中尚未信主的家
人 (大人和小孩) 能得救恩; 7) 为心灵软弱而不返教会聚会冷淡的弟兄
姐妹能回归祷告。(如有需要个人代祷或添减代祷内容的，请在微信群或
打电话告知， 电话: 438-883-5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