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山華人浸信會

報告事項：

黎明山華人浸信會

Richmond Hil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感恩節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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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0 月 11 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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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序樂

眾立

宣召

以賽亞書 12:2-3
主席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祂，並不懼怕。
因為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祂也成了我的拯救。
所以，你們必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

祈禱

主席

頌讚

會眾

講道

第二次機會
約翰福音 11 章

袁牧師

“第二次機會”
約翰福音 11 章

回應詩歌

會眾

感恩及奉獻祈禱

主席

讚美詩

會眾

祝福

冼牧師

阿們頌

會眾

歡迎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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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冼牧師

—————————————————————————————
主席、領詩：李仕宏弟兄
講員：袁廣明牧師
司琴：許可兒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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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馮淑英姊妹
陶瑞官弟兄
黃李玉卿姊妹
黃仁康弟兄

李向榮弟兄
李林菁姊妹

—————————————————————————————
2015 年 10 月 11 日
感 恩 節 主 日 崇 拜
136 Hillsview Drive, Richmond Hill, Ontario, Canada L4C 1T2
Phone (905) 508-0901  Fax (905) 508-0252  www.rhcb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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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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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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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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0.15；累計奉獻總數：$475,397.6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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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辦事處趙翁潔雲姊妹於本月 13 日至 11 月 2 日休假。
7. 2015 年會籌備小組消息：現接受新一屆值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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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在感恩節期間為「食物銀行」籌集食物，請於今日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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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團契消息: 錫安團 10 月份聚會改在 10 月 24 日舉行。當晚有
明年度團契職員改選；而 potluck 晚膳在 6:15pm 開始，請團友
踴躍參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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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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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Urbana15 籌款：為弟兄姊妹參與今年 12 月份的 Urbana15
宣教大會舉行籌款。會眾請於今天至 25 日參與「猜猜有多少
糖果？」及「無聲拍賣」活動，詳情請前往西翼查詢，一同支
持並鼓勵弟兄姊妹出席這三年一度的宣教大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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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第 50 屆浸禮，將於 12 月 27 日的聯合崇拜中舉行，鼓勵已
決志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者接受浸禮。請往接待處或在家庭郵
箱旁，取用浸禮申請表格，填妥後交回辦事處或教牧同工。
14. * 愛護教會：當開啟教會正門後，請用「六角匙」把門閂按下
收緊鎖上，不要用門擋或路標塔擋着教會正門，因這會給老鼠
或其它小動物，容易從門縫溜進教會。聚會完畢後，請用「六
角匙」把門閂鬆開鎖上，然後啟動防盜系統。多謝合作。
15. 會眾消息：於 10 月 17 日（本週六）




杜諾希弟兄（Eliot）與鄒祉蘅姊妹（Shulammite）在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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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馬楚娟姊妹（Angela）之兒子洪樂生弟兄（Robin）與林
樂晴姊妹（Dorcas）在香港舉行婚禮，恭賀 Angela 姊妹
新姑之喜

16. 今週代禱事項：

2. * 2015 大多市粵語培靈會於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晚上

7:30 於士嘉堡華人浸信會舉行，主題：大使命的現代意義，講
員：林祥源牧師。

各堂聚會資料：
今日講員

中文堂

英文堂

兒童部

袁廣明牧師

Barry Duguid 牧師

張子信弟兄

中文堂

英文堂

上週人數
崇拜

209
10（國語組）

兒童部

100

26 + 13 導師

星期日約會

22

——

——

主日學

93

54

12 + 3 導師

英語尋道班

——

10

——

國語尋道班

22

——

——

祈禱會

9

1

——

下週司職人員：
主席、領詩：李仕宏弟兄

講員：冼景業牧師



神在我們個人、家庭、工作、教會中賜下無數恩典，讓我
們藉着感恩節期間多一點向神說感謝與讚美的話



為聯邦大選於 19 日舉行來禱告，祈求選出敬畏神的國會
議員來治理加國，鼓勵我們盡上公民責任去投票

詩班指揮：郭顯揚弟兄

詩班司琴：鄭郭顯慈姊妹

迎賓：周甄淑玲姊妹

葉馮淑英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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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陶楊鳳貞姊妹
衛陳麗容姊妹
黃馮慧芳姊妹

17. 崇拜後整理禮堂座椅的執勤團隊


司琴：吳偉基弟兄

陶瑞官弟兄
黃李玉卿姊妹
黃仁康弟兄

李向榮弟兄
李林菁姊妹

1. * 多倫多基督徒華人親子會於 14 日及 28 日（週三）上午 10–

教會聚會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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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及辦公室人員表：

日期

備註

講員

講題

10/18

崇拜主日

冼景業牧師

心裏火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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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vchiu@rhcbc.org

教會幹事： 趙翁潔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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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地址 / 電話
dngien@tyndale.ca
416-226-6620 內線 2763

署理主任牧師： Barry Duguid 牧師

12 時分別舉行「抗衡這時代的價值觀」，講員為方苑菁傳道；
及「發掘和發揮孩子的才幹」，講員為鄭偉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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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堂團契
 Footprints Fellowship (Young Career): 8:00pm, every Friday
 S.A.L.T. Fellowship (College/University): 8:00pm, every Friday
 Bethel Fellowship (High School Youth): 8:00pm, every Friday

顧問牧師： 嚴建平博士

主日崇拜講題預告：
以下活動詳情請參閱西翼佈告板有關海報，謝謝。

中文堂團契
 約書亞 (長者) 團契: 每月第三個週五 10:00am @201-203 室
 錫安 (成人) 團契: 每月第三個週六 7:30pm @101-102 室
 基諾 (成人) 團契: 每月第三個週六 7:30pm @地庫禮堂
 以斯帖 (婦女查經) 團契: 每週三 9:45am @地庫 01-02 室
 迦南 (大專/青年就業) 團契: 每週五 8:30pm @102 室
 Light 英語兒童團契 (一至六年班) : 每月第三個週六 5:30pm

內線

今日：英文堂；下主日：英文堂

其他消息：

團契聚會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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