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錫安堂 
2830 Highway 7E., Markham, L3R 0J4 
(905) 479-6058     www.zioncma.ca     office@zioncma.ca 

 

宣召  袁素珍女士 

頌讚 舉手讚頌 眾立 
 主愛同在 

祈禱  袁素珍女士 

讀經 箴言三十一：1 – 9 袁素珍女士 

仰望  張惠琴傳道 

奉獻  眾坐 

頌讚 慈繩愛索 眾立 

講道 「智慧母親的王者訓言」 婁志翔傳道 

回應 讓愛走動 眾立 

祝福  婁志翔傳道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做的奇事都稱謝他。        

詩一零七：1、8 

宣道會錫安堂 
主日崇拜 (9:00) 

二零二三年五月十四日 

本週歌詞 
(電子版可點擊) 

 
 
 
 
 
 

aaaaaaaaaaaaaaaaaaaa
aaaaaa 

顧問牧師： 
劉振鎰牧師 
 

主任牧師： 內線 
程子信牧師 23 

教牧同工： 內線 

Rev. Nouhoum 24 
林陳寶君牧師 26 
劉俊業傳道 22 
婁志翔傳道 25 
張惠琴傳道 

長老： 
Keith Kwok  (副主席) 
Jonathan Lo  (文書) 
Element Yuen (財務) 
Michael Chan 
Raymond Lai 
 

報告  
1. 歡迎與我們一起敬拜的朋友和弟兄姊妹，崇拜後請留步彼此認識。 

2. 本星期三 (5/17) 晚上 8:00 有網上祈禱會，Zoom ID 905 479 6058。 

3. 兒童暑期日營（實體）將於 8/14 至 8/18 舉行，適合 JK-G6 兒童參
加。費用：$150，截止報名日期：7/16。詳情請查看教會網頁。我
們需要十五歲或以上的義工幫忙，請向 Pastor Philippa 查詢詳情，
或掃描右方二維碼。 

4. 如獲政府資助，教會將聘請兩名暑期工協助兒童事工。暫定 7/５ 開始，為期 ７ 
週，每週工作約 30 小時，時薪 $15.50，須星期日上班，除法定假期外沒有其他
假期。申請人年齡必須為 15-30 歲，並可合法在加拿大工作。請於 5/31（三）前
把履歷電郵給 Pastor Philippa <plam@zioncma.ca>，詳情可參閱地庫壁報板的
告示或向林牧師查詢。 

5. 程子信牧師將由五月份開始休假四個月，在此期間，會眾若有需要，可以與眾牧者
聯絡，又或與長議會副主席 Keith Kwok 長老接洽。 

6. Pastor Jacky 和學生團契現正在生活營。請恆常為學生們禱告，求神引領他們的成
長. 

7. 如欲以電子轉帳 (e-transfer) 方式奉獻，首次轉帳前必須在財務部開設帳戶，請以
電郵聯絡教會財務部 <edonation@zioncma.ca>。 



 

 

 

宣道會錫安堂 
2830 Highway 7E., Markham, L3R 0J4 
(905) 479-6058     www.zioncma.ca     office@zioncma.ca 

 

宣召  羅皓彰先生 

頌讚 舉手讚頌 眾立 
 主愛同在 

祈禱  羅皓彰先生 

讀經 箴言三十一：1 – 9 羅皓彰先生 

仰望  張惠琴傳道 

奉獻  眾坐 

頌讚 慈繩愛索 眾立 

講道 「智慧母親的王者訓言」 婁志翔傳道 

回應 讓愛走動 眾立 

祝福  婁志翔傳道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做的奇事都稱謝他。        

詩一零七：1、8 

宣道會錫安堂 
主日崇拜 (11:30) 

二零二三年五月十四日 

本週歌詞 
(電子版可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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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牧師： 
劉振鎰牧師 
 

主任牧師： 內線 
程子信牧師 23 

教牧同工： 內線 

Rev. Nouhoum 24 
林陳寶君牧師 26 
劉俊業傳道 22 
婁志翔傳道 25 
張惠琴傳道 

長老： 
Keith Kwok  (副主席) 
Jonathan Lo  (文書) 
Element Yuen (財務) 
Michael Chan 
Raymond Lai 
 

報告  
1. 歡迎與我們一起敬拜的朋友和弟兄姊妹，崇拜後請留步彼此認識。 

2. 本星期三 (5/17) 晚上 8:00 有網上祈禱會，Zoom ID 905 479 6058。 

3. 兒童暑期日營（實體）將於 8/14 至 8/18 舉行，適合 JK-G6 兒童參
加。費用：$150，截止報名日期：7/16。詳情請查看教會網頁。我
們需要十五歲或以上的義工幫忙，請向 Pastor Philippa 查詢詳情，
或掃描右方二維碼。 

4. 如獲政府資助，教會將聘請兩名暑期工協助兒童事工。暫定 7/５ 開始，為期 ７ 
週，每週工作約 30 小時，時薪 $15.50，須星期日上班，除法定假期外沒有其他
假期。申請人年齡必須為 15-30 歲，並可合法在加拿大工作。請於 5/31（三）前
把履歷電郵給 Pastor Philippa <plam@zioncma.ca>，詳情可參閱地庫壁報板的
告示或向林牧師查詢。 

5. 程子信牧師將由五月份開始休假四個月，在此期間，會眾若有需要，可以與眾牧者
聯絡，又或與長議會副主席 Keith Kwok 長老接洽。 

6. Pastor Jacky 和學生團契現正在生活營。請恆常為學生們禱告，求神引領他們的成
長. 

7. 如欲以電子轉帳 (e-transfer) 方式奉獻，首次轉帳前必須在財務部開設帳戶，請以
電郵聯絡教會財務部 <edonation@zioncma.ca>。 



 

 

 

宣道會錫安堂 
2830 Highway 7E., Markham, L3R 0J4 
(905) 479-6058     www.zioncma.ca     office@zioncma.ca 

 

宣召  袁素珍女士 

頌讚 舉手讚頌 眾立 
 主愛同在 

祈禱  袁素珍女士 

讀經 箴言三十一：1 – 9 袁素珍女士 

仰望  張惠琴傳道 

奉獻  眾坐 

頌讚 慈繩愛索 眾立 

講道 「智慧母親的王者訓言」 婁志翔傳道 

回應 讓愛走動 眾立 

祝福  婁志翔傳道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做的奇事都稱謝他。        

詩一零七：1、8 

宣道會錫安堂 
主日崇拜 (9:00) 

二零二三年五月十四日 

本週歌詞 
(電子版可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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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牧師： 
劉振鎰牧師 
 

主任牧師： 內線 
程子信牧師 23 

教牧同工： 內線 

Rev. Nouhoum 24 
林陳寶君牧師 26 
劉俊業傳道 22 
婁志翔傳道 25 
張惠琴傳道 

長老： 
Keith Kwok  (副主席) 
Jonathan Lo  (文書) 
Element Yuen (財務) 
Michael Chan 
Raymond Lai 
 

報告  
1. 歡迎與我們一起敬拜的朋友和弟兄姊妹，崇拜後請留步彼此認識。 

2. 本星期三 (5/17) 晚上 8:00 有網上祈禱會，Zoom ID 905 479 6058。 

3. 兒童暑期日營（實體）將於 8/14 至 8/18 舉行，適合 JK-G6 兒童參
加。費用：$150，截止報名日期：7/16。詳情請查看教會網頁。我
們需要十五歲或以上的義工幫忙，請向 Pastor Philippa 查詢詳情，
或掃描右方二維碼。 

4. 如獲政府資助，教會將聘請兩名暑期工協助兒童事工。暫定 7/５ 開始，為期 ７ 
週，每週工作約 30 小時，時薪 $15.50，須星期日上班，除法定假期外沒有其他
假期。申請人年齡必須為 15-30 歲，並可合法在加拿大工作。請於 5/31（三）前
把履歷電郵給 Pastor Philippa <plam@zioncma.ca>，詳情可參閱地庫壁報板的
告示或向林牧師查詢。 

5. 程子信牧師將由五月份開始休假四個月，在此期間，會眾若有需要，可以與眾牧者
聯絡，又或與長議會副主席 Keith Kwok 長老接洽。 

6. Pastor Jacky 和學生團契現正在生活營。請恆常為學生們禱告，求神引領他們的成
長. 

7. 如欲以電子轉帳 (e-transfer) 方式奉獻，首次轉帳前必須在財務部開設帳戶，請以
電郵聯絡教會財務部 <edonation@zioncma.ca>。 

http://zioncma.ca/lyrics.pdf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tIVkBNtH4F8ODvvFvPAzy4XCW4xwACeW_FupsFvQJ1Fmyjg/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