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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您人生 
服事您家庭 
在萬變世代 
傳不變真理 

使萬人 

作耶穌基督的門徒 



報 告 事 項 

培育事工 
1. 2023 銳意門徒訓練教會大會

「再思作主門徒」~由加拿
大華福舉辦，將於6月23-
24日(週五~六)在本會舉行，
由曾金發牧師、曾麥翠蓮
師母主講。士浸會眾將享
半價優惠： 實體(包週六
晚膳)為$50/ ZOOM為$30。
士浸會衆請自行於網上報
名，或可於 5月14、21日
於各堂崇拜之間，到交誼
廊培育部攤位與負責人聯
絡、報名及繳費。詳情請
瀏覽教會網站，查詢亦可
聯 絡 丁 家 滿 弟 兄
(ansting@gmail.com)

  肢體生活 

2. 2023 潮代坊退修會~ 潮代坊
將於6月7日週三，上午
10:00-下午6:30假Mill Stream 

Bible Camp and Retreat Centre 

舉行一天退修會。讓我們把
當天分別出來，回到大自然，
學習專心仰望、等候、聆聽、
默想上帝的話語。主題：真
知道祂 講員：黎惠康牧師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查詢
請電郵scbc.ptm@gmail.com。
截止報名:5月28日

外展事工 

3. 巴西短宣~請記念郭牧師與

7位弟兄姊妹組成的短宣隊，
將於6月1至21日到巴西短
宣服事，求主賜各人身心
靈力量，合一的心，傳講
福音，建立信徒；特別記
念主領4次福音聚會，求神
使用講員的信息，使多人
歸向主。



  婦女事工 

4. 講座「學到老，事奉到老」
~人生有不同的階段，
當踏入退休年齡後，兒
女也有自己的家庭和子
女，身為父母如何在屬
靈生命上可繼續成長？
在家庭中的角色已升級，
如何可建立更美好的關
係，特別如何鼓勵下一
代能承擔神的使命？有
很多退休的肢體在家庭
要照顧孫兒和事奉，如
何能分配好時間，取得
平衡？  誠邀弟兄姊妹
參加婦女事工舉辦的 5

月 25 日 (本週四 )早上
9:30於本會大堂舉行的
講座「學到老，事奉到
老」，講員何志滌牧師
及何羅乃萱師母，一同
學習分享！如有查詢請
聯絡嚴麗敏傳道 (內線
1212或syien@scbc.com）

兒童事工 

5. 士浸兒童保護計劃~兒童安
全在士浸的事工中很
重要，誠邀您參加我們的
訓練。當中您會學到我們
的兒童保護政策，義工篩
查過程及我們如何與您在
安全的環境下培育孩童。
訓練會以英語
進行。該政策要
求所有同工和
兒童事工義工需
每年一次接受訓練。
日期:6月4日(主日)
時間:下午1:00- 3:00

地點:小禮堂
參加者:父母、兒童事工
領袖或任何關注兒童安全
的人。
報名:請按此連結報名



  國語事工 

7.  大多市國語佈道會 ~ 將
於5月26-28日晚上7:30-
9:30，一連三晚在多倫
多華人基督教會進行
(100 Acadia Ave)。歡迎
積極邀請慕道朋友參加。

8. G.I.F.T.青少年福音才藝

展演~“讓小孩子到我這
裡來.” 國語堂組織籌
劃了青少年才藝展演，
歡迎家長們邀請親朋好
友帶著孩子一起前來觀
賞。
日期：2023年6月3日
視覺藝術展 @ 交誼廊：
上午11時-下午5時
舞台演出@ 大禮堂：下
午3-5時。詳情請看附頁。

會務報告 

9. 會友消息~致唁
崔彥銓弟兄(崔何萍寄姊
妹之丈夫，崔子頌執事之
父親，唐美娜姊妹之家
翁，君略、君言之祖父)
於5月13日安息主懷，安息
禮拜已於日前舉行。願主
的保守安慰臨到家人中。

10. 小心提防！~ 由於在士嘉

堡區被盜的汽車越來越

多。請不要將重要文件

和貴重物品留在車內。

在教會範圍內，請提防

可疑人物，互相守望。

如需汽車防盗資料，請

參 考 警 方 網  頁 Toronto 
Police Service :To Serve and 
Protect 。

11. 慶祝倪秀珠傳道榮休午餐會

~ 感謝倪傳道過去十多年

來在教會忠心的事奉，粵

語事工團隊將在6月25



日下午1時在運動室舉行

倪傳道榮休的歡送會，

午餐費用為10元，將在5

月28日起至6月11日在各

堂崇拜期間售票。鼓勵

弟兄姊妹踴躍報名參加，

為倪傳道送上祝福。 

      同工消息 

12. 莫家承牧師: 5月24-6月
18日進修假期；6月19-7

月10日休假，
梁佩琪傳道5月22-27日休假，
劉曉佳傳道5月25-29日
休假。

13. 教會建築物 ~ 將於明日5

月22日(維多利亞日假期)

暫停開放。

   代禱事項 

1. 感恩讚美~為神賜教會一
群寶貝的年長肢體獻上
感恩：感謝神，藉他們
在多方面的禱告守望、
熱切的傳福音，及在不
同層面的事奉，使信徒
生命得造就，求神繼續
賜福保守，使他們日子
如何，力量也如何。

2. 教會事工~為不同年齡階
段的個人都可以渴望認
識上帝並每天紮根於祂
的話語中祈禱。

3. 放眼世界~讓我們為受逼
迫的教會禱告，為全球2
億因基督信仰而面臨迫
害的人禱告；讓他們知
道神所賜的盼望。 求神
使他們知道如何向別人
分享福音並勇敢地向他
們傳講耶穌。為那些因
信仰而在家和家人中被
拒絕的人禱告，求主賜
他們一個愛他們並支持



他們的基督徒家庭，願
全地的人對神認識更多。 

1. 宣教事工 ~為在多倫多
Urban Promise服事的張
慶啟 和 Janelle Jong夫
婦禱告。為了迎接這瞬
息萬變的青年文化，求
主使他們和同工們謙卑
和有智慧去確定方式服
務這些青年和與他們聯
繫。祈禱他們旗下的青
少年義務工作者意識到
他們是間接影響到營地
中兒童的家庭和社區。 
願主為多倫多所有三個
據點提供更多的全職工
作人員，讓那些非常疲
憊的工作人員感到振奮
和 鼓 舞 。 為 慶 啟 和 
Janelle 祈禱，使他們好
好地在家庭和事工生活
中找到良好的平衡和精
力管理。 最後祈禱今年
夏季在Rexdale地區 沒
有 槍 擊 事 件 發 生 。



主日崇拜 
實體崇拜人

數 
直播收看點擊 
(電話聆聽人數) 

總收看點擊 

粵語清早堂 163 140 308 

粵語午堂 379 190 (6) 661 

英語堂 330 63 187 

國語堂 98 24 108 

家庭崇拜 
(學前) 

37 -- -- 

家庭崇拜 
(幼童) 

22 -- 5 

家庭崇拜 
(1-6年級) 

85 -- 10 

 

 

 
 

下主日講員預告 

粵語堂崇拜：
英語堂崇拜：
國語堂崇拜： 

郭文潭牧師
黃志文牧師
肖松傳道 



 

 

 

莫家承牧師 

 
在上月份， 粵語成青群體
趁着天氣回暖，和一班移
居加國的朋友一同欣賞多
倫多春季景色。在崇拜後， 
我們一起到多倫多大學
（士嘉堡校舍）觀賞櫻花，
一起讚嘆神奇妙的創造。 
 

 
 
在校內的櫻花樹下，我有
機會跟一些剛從香港過來
的學生聊天。他們不約而
同的分享到重返校園帶給
他們的壓力。 
 

 
 



 
有一些同學更分享到在多
倫多尋找出租的公寓和房
間的挑戰。一方面有成本
的考慮; 其次是地點需要
就近校舍，以解決沒有駕
駛執照的限制。此外，也
有一些同學剛剛完成第一
年的學習，正準備回到香
港探親，在八月份的時候
再回來準備新學季的來臨。 

 

 
 

懇請士浸家繼續為這群
學生代禱。盼望他們能
夠在學習之餘繼續適應
在加國的生活。同時，
我也盼望有負擔幫助移
居加國的朋友的弟兄姊
妹與我聯絡。我們在星
期五晚上團契前後及主
日崇拜正需要一些接送
的協助。深信士浸家的
愛心服侍必定成為同學
們經歷主愛的來源。



 

團契聚會     
(五月廿二至廿八日) 

粵語團契名稱/階段
聚會時間 
本週內容 
聯絡人 

青年 

約瑟團 - 大學，就業
本週五晚七時半 
運動之夜 
Carson Mok 
cmok@scbc.com 

就業 

加略團 - 就業16年以上
本週五晚八時 
查經 
Ida Wong 
isyywong911grace@gmail.com 

家庭 

司提反團 - 兒女0-9歲
本週六下午四時 
分享神的故事 
Alan Leung 
Alan360@gmail.com 

巴拿巴團 - 兒女9-18歲
本週六下午五時 
查經週 (三) 
Tony Tang 
tsttang@yahoo.com 

路加團 - 兒女18歲以上 
本週六晚七時十五分 
小組聚會 
Wallace Wu 
wallacewu100@gmail.com 

盛年 

以利沙團 - 就業，早退休
本週六晚七時半 
健康加油站 
Selina Ho 
sammy_selina@hotmail.com 

以西結團 - 就業，早退休，空巢
本週六上午十時 
靈修進深 
Belinda Li 
EF.SCBC2022@gmail.com 

如有查詢粵語團契請聯絡倪秀珠傳道 
(內線1216或 cngai@scbc.com) 

國語團契名稱
時間 

本週內容 
聯絡人 



錫安組(成人/夫婦)

本週五晚上八時 

當記念安息日: 

在困苦中進入神的安息 
歐陽福全執事 

雅各組(青年/學生)
本週五晚上八時 
門徒訓練 
肖松傳道 

希伯崙組(適合年長者)
本週四晚上七時半 
讀經分享 
黎秀珍姊妹 

如有查詢國語團契或小組請聯絡劉曉佳
傳道(內線1209或 lliu@scbc.com) 

其他聚會
時間 

本週內容 

金齡事工「潮代坊」 
本週三上午10時， 
潮代坊春季Oshawa 一天觀樹遊 

請已報名參加的弟兄姊妹準時參

加。 

士浸知心友(健障兒童家長小組) 

下主日下午一時三十分 
分享週會 
如有查詢「生命成長小組」者，請聯絡
倪秀珠傳道 (內線1216或 cngai@scbc. 

com)。 





信息講員: 肖松傳道 

頌恩小聚 （年長人聚會） 

 

 

 

 

 

 

內容：詩歌、信息、分享聖地遊 
日期：2023年 5月 29日(星期一) 

      上午十時正 

聚會地點：士嘉堡華人浸信會小禮堂 

           3223 Kennedy Road，Scarborough 

午膳：華麗宮酒樓（需要報名，自由參加） 

愛 
到濃時亦放手



精神健康關注講座 

 

 

 

精神健康 
挑戰和信心 

 
 

你和你所愛的人曾否經歷過精神健康上的挑戰？ 

 
當似乎無人明白或無法給予幫助時神在那裏？ 

 
信心從何處進入？ 

 
請與我們一起從榮宇光牧師的歷程中學習他如何克服在生命中的挑戰和
他如何憑信渡過。  
 
 

講員： 

 
榮宇光牧師 

門訓及成青牧者 
 

日期：2023年 6月 3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1時 30分至 3時 30分 

 
地點：170室 

           士嘉堡華人浸信會 

           3223 Kennedy Road, Scarborough, ON 
 

(本講座以英語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