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山華人浸信會

獻詩歌詞：

黎明山華人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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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直到主來（中譯：高蔡慧君，曲：Tom Fettke）

2015 年 10 月 4 日
—————————————————————————————

序樂
宣召

詩篇 66:2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歌頌祂名的榮耀！
用讚美的言語將祂的榮耀發明！」

祈禱
頌讚
獻詩
讀經

“直到主來”
帖撒羅尼迦前書 2:17-3:5

眾立
主席

主席
會眾
詩班
主席

（金句：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並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足，
如同我們愛你們一樣。帖撒羅尼迦前書 3:12）

愛心的考驗
帖撒羅尼迦前書 2:17-3:5

《黎明山華人浸信會使命宣言》
使萬民作主耶穌的門徒，
用聖經的真理裝備他們，
並且建立健康的教會，
就是基督的身體。

2015 年 10 月 4 日
主 日 崇 拜
136 Hillsview Drive, Richmond Hill, Ontario, Canada L4C 1T2
Phone (905) 508-0901  Fax (905) 508-0252  www.rhcbc.org

講道
回應詩歌
主餐
感恩及奉獻祈禱
讚美詩
祝福
阿們頌
歡迎及報告

“愛心的考驗”

陳孟賢博士
會眾
袁牧師
主席
會眾
冼牧師
會眾
冼牧師

—————————————————————————————
主席：謝文煥弟兄
講員：陳孟賢博士
領詩：莫遠德弟兄
司琴：鄭郭顯慈姊妹
詩班指揮：郭顯揚弟兄
迎賓：周甄淑玲姊妹
程君傑弟兄
招待：陶楊鳳貞姊妹
陶瑞官弟兄
李向榮弟兄
衛陳麗容姊妹
衛超明弟兄
李林菁姊妹
黃馮慧芳姊妹
黃仁康弟兄
主餐輔助：葉文光執事
莫幹明執事
莫黎瑞珍姊妹
蕭東就弟兄
嚴啟恩弟兄
許可兒姊妹
陳永法弟兄
謝文煥弟兄
—————————————————————————————
參加崇拜聚會，請將手提電話及電子產品關掉，或調校至靜音模式，
專心仰望神並讓祂更新我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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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主來，這世界才得享平安，直到主來，滿足人心渴求。
直到主來，祂計劃終能得成就，直到主來，戰勝死亡權勢。
直到主來，人類理想才能實現，直到主來，憂愁靈得醫治，
直到主來，死亡無法控制掌權，直到主來，戰勝憂傷痛苦。
 當主再來，眾天軍追隨讚美祂，主救恩大事工，將要成就。
千萬天軍，和所有受造萬物。齊唱榮耀歸羔羊，
榮耀歸羔羊，榮耀歸羔羊！圍繞寶座和祂腳前。
親愛救主耶穌，快再來。

報告事項：
1. 主日崇拜在早上 11:15 開始，進入殿中敬拜時，請保持肅敬靜默。
2. * 本主日蒙加拿大多倫多懷雅遜大學教授、《加國華人教會》
編輯委員陳孟賢博士蒞臨證道，謹此致謝。
3. 歡迎主內弟兄姊妹及來賓，參加主日崇拜。新來賓在崇拜後，
請移玉步到大堂西翼之迎賓桌，本會牧者及執事代表，將與各
位見面並致送紀念品。
4. 如欲定購主日講道錄音光碟，請往圖書館辦理；另圖書館備有
兩套是日中、英文堂講道錄音光碟，可供借用。主日學及初信
門訓班，在每主日上午 9:30 舉行，敬請留意。
5. 禮堂及大堂設有奉獻箱，奉獻乃是基督徒當盡的本份。請記念
神家需要，並按聖經教導，實行十份納一，忠心奉獻。如用支
票，抬頭請寫「RHCBC」。未領有奉獻編號或第一次奉獻者，
請到圖書館門外的財務部報告板，取用一個奉獻編號貼紙。貼
紙分成兩部份，請把貼紙上半部貼在奉獻封上，並在封上填寫
詳細地址及電話號碼，連同奉獻放入奉獻箱；另一部份則保留
作個人紀錄。


* 8 月份的奉獻報告已刊就，請到東翼佈告板查看



上週奉獻總數：$11,987.22；累計奉獻總數：456,327.52

6. 祈禱乃基督徒最優先的屬靈服侍，是教會各事工的能力泉源。
每週三晚上 8:00 至 9:30 舉行的中文堂祈禱會，會為到不同的
事工禱告：第一週為基教部/崇拜部/英文堂、第二週為關顧部
/兒童部/資料部、第三週為宣教部/外展部、第四週為教會領
袖/節目活動部/供管部/財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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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2015 年會籌備小組消息：今日開始接受新一屆值理、統籌及
信託委員提名，請到西翼索取提名表格及有關資料。
8. 關顧部消息：
 約書亞（長者）團契定 10 月 8 日（本週四）舉行摘蘋果
活動，早上 11 時正茶聚後出發，查詢詳情及報名，請與
各組組長或團長杜翊文聯絡
 * 基諾團契 10 月份聚會改在 10 月 10 日舉行“祢真偉大”
Hamilton 保育區一日遊；區內有瀑布及步行徑。上午 10 時
教會集合，carpool 前往，下午 4 時回程。午餐每位 10 元。
請於 10 月 6 日前與 Judy Tsui (judytsui.judy@gmail.com)
報名。原定 10 月 17 日聚會取消
9. * 英文堂消息：Footprints 和 S.A.L.T. 團契，將於 10 月 10 日
（週六）晚上 8 時，在地庫小禮堂舉辦 Coffeehouse 福音活動。
主題：“SUCCESS”，及它於我們基督信仰的意義。內容包
括：交談、遊戲、崇拜、Barry Duguid 牧師信息，當然還有咖
啡。請為這事工禱告，並邀請你未信主的朋友來參加。詳情請瀏
覽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810959499023253/。






16. 崇拜後整理禮堂座椅的執勤團隊
 今日：基諾團；下主日：英文堂

今日講員

上週人數

11. 教會在感恩節期間為「食物銀行」籌集食物，請於 10 月 11 日
前將不易腐壞的食物（如罐頭及乾糧）交來教會，待收集後送
到「食物銀行」，讓我們同心為社區出一分力。

13. * 聖誕兒童禮盒行動：聖誕節快到，又是給其他國家有需要的
孩子禮物的時候了。請於今日崇拜後，往西翼的專檯索取鞋盒
和標籤，並於 11 月 8 日（主日）前，把裝了禮物的鞋盒連同
＄7 郵費帶返教會。讓我們一同彰顯神的愛。
14. * 杜諾希弟兄（Eliot）與鄒祉蘅姊妹（Shulammite）於 10 月
17 日（下週六）上午舉行婚禮，願主祝福他們建立美滿的家
庭；並祝賀鄒海挺執事夫婦（Eric & Catherine）女兒于歸之
喜。
15. 今週代禱事項：
 「凡事謝恩」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定的旨意，求主
幫助我們特別在感恩節期間更學習數算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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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

主日學
國語尋道班
祈禱會


主日崇拜講題預告：
日期

備註

講員

講題

10/11

感恩節

袁廣明牧師

第二次機會

教會聚會時間表：

各堂聚會資料：

10. * 下主日（10 月 11 日）下午 2:30–5:30，舉行「羽毛球家庭
同樂日」，歡迎與未信主朋友出席。

12. *「糖果嘉年華」於 10 月 31 日晚上 6:30–9:00 舉行，每年都
吸引到鄰近居住的數百位小朋友參加。現誠邀你一同參與，捐
贈不含花生或果實的糖果、餅乾、飲料等，為當晚使用；惟基
於衛生及安全原因，上列捐贈以獨立包裝及未開封為合；請於
10 月 25 日前把捐贈交到位於西翼的櫃檯。同時，當天更需要
大量義工，幫助安排、佈置，負責遊戲攤位和清理等工作，請
進入以下網址 https://goo.gl/Ft8HTJ 登記。

聯邦大選將至，求主幫助我們明白各政黨的理念及政策，
盡地上公民的責任投票；求主揀選一個合神心意的政府來
治理加國
為糖果嘉年華的籌備工作禱告，求主給予我們中、英文堂
有合一的心來服事，聯繫社群
求主遏止伊斯蘭國所作的恐怖殺戮，記念為信仰受逼迫及
生命受威脅的基督徒禱告，願主幫助他們脫離苦難，並堅
定站穩在基督的信仰上

中文堂

英文堂

兒童部

陳孟賢博士

Barry Duguid 牧師

張子信弟兄

中文堂

英文堂

240

130

兒童部
兒童

導師

16

17

16

4

中文堂

主 日 學：上午 9:30
主日崇拜：上午 11:15
祈 禱 會：每週三晚上 8 時在 2 樓 201-203 室

英文堂

主日崇拜：上午 9:30
主 日 學：上午 11:30
祈 禱 會：每週五晚上 7:30 在地庫小禮堂

兒童部

唱頌敬拜：主日上午 9:30（參與英文堂主日崇拜）
大組活動：主日上午 10:00
主日崇拜：主日上午 11:00
小組時間：主日上午 11:50

總數：403
95

16

50

教牧及辦公室人員表：

總數：181
——

21
9 月 25 日（週五）

——
9 月 30 日（週三）

英文堂：1

署理主任牧師： Barry Duguid 牧師

下週司職人員：
講員：袁廣明牧師
程君傑弟兄
陶瑞官弟兄
李向榮弟兄
衛超明弟兄
李林菁姊妹
黃仁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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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地址 / 電話
dngien@tyndale.ca
416-226-6620 內線 2763

顧問牧師： 嚴建平博士

中、英文堂聯合祈禱會：12

English Seeker’s Group（英語尋道班）

主席、領詩：李仕宏弟兄
司琴：吳偉基弟兄
迎賓：周甄淑玲姊妹
招待：陶楊鳳貞姊妹
衛陳麗容姊妹
黃馮慧芳姊妹

內線

102

bduguid@rhcbc.org

中文堂教牧： 袁廣明牧師

104

jyuen@rhcbc.org

中文堂教牧： 冼景業牧師

106

bsin@rhcbc.org

英文堂實習傳道： 黃基諾弟兄

110

ekwong@rhcbc.org

教會幹事： 趙翁潔雲姊妹

101

vchiu@rhcbc.org

辦公室助理： 潘陳偉凌姊妹

115

epoon@rhcbc.org

社區服務部統籌： 王谷莉萍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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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rhcbc.org
(905) 508-83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