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山華人浸信會

獻詩歌詞：

黎明山華人浸信會

Richmond Hil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主日崇拜
2015 年 11 月 22 日
—————————————————————————————

序樂

眾立

宣召

主席

祈禱

主席

頌讚

會眾

詩篇 107:1, 8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祂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祂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稱讚祂。」

從心合一，同心合意
使徒行傳 15:1-31

獻詩

“懇求主像牧人領導”

講道

“從心合一，同心合意”
使徒行傳 15:1-31

詩班
袁牧師

回應詩歌

會眾

感恩及奉獻祈禱

主席

讚美詩

會眾

祝福

袁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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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牧師

—————————————————————————————
主席：蔡詠麟弟兄
講員：袁廣明牧師
領詩：鄭國平弟兄

司琴：鄭郭顯慈姊妹

詩班指揮：郭顯揚弟兄
迎賓：李劉麗芬姊妹

陳何詠端姊妹

招待：何羅錦裳姊妹
陳鄭笑儀姊妹
劉李燕菁姊妹

何嘉棠弟兄
陳英華弟兄
黃顯明弟兄

黃郭慕梨姊妹
葉星輝弟兄

—————————————————————————————
2015 年 1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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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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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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求主像牧人領導
懇求主像牧人領導，我們極需祢看顧，
領到豐盛草原餵養，在羊欄中蒙保護；
萬福耶穌，萬福耶穌，祢曾贖我們歸祢；
萬福耶穌，萬福耶穌，祢曾贖我們歸祢。
我們屬祢，求祢看顧，引導我們走天路，
保守我們遠離罪污，尋找我們，若迷途！
萬福耶穌，萬福耶穌，求聽我們禱告聲；
萬福耶穌，萬福耶穌，求聽我們禱告聲。
願我們早蒙主厚恩，願早日遵主旨意，
敬求恩主獨一救主，以愛滿我們心懷；
萬福耶穌，萬福耶穌，曾愛我們今仍愛；
萬福耶穌，萬福耶穌，曾愛我們今仍愛。
萬福耶穌，萬福耶穌，曾愛我們今仍愛。
萬福耶穌，萬福耶穌，曾愛我們今仍愛。
曾愛我們今仍愛，懇求主像牧人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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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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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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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奉獻總數：$11,569.35；累計奉獻總數：$542,8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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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實現一個教會的理念，由 11 月 4 日起，為期三個月，逢
週三晚 8:00–9:30，舉行中、英文堂“家庭祈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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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携同你的家人一同來參
加。會提供翻譯。讓我們一起，同心合意為神的國祈禱，而週
五之英文堂祈禱會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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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辦事處消息：王谷莉萍姊妹（Angela）於 11 月 9 日 至 12 月
4 日休假。

其他消息：

下週司職人員：

以下活動詳情請參閱西翼佈告板有關海報，謝謝。

7. 浸禮班：最後一堂於今天下午 2:30 到二樓上課，請浸禮申請者
準時出席。

1. 漢語聖經協會於 11 月 24 日（本週二）7:30–10:00pm，舉辦

8. * 年會及第四季會友大會，於 11 月 29 日下午 2:30，在地庫小
禮堂舉行。請為各部事工的候選人祈禱，名單請參看上週之附
頁。接待處備有年會、會友大會之議程及第三季會會議記錄供
索取。請會友預留時間出席共襄聖工。

2. 多倫多基督徒華人親子會於 11 月 25 日（本週三）上午 10–

9. 崇拜部消息：崇拜部誠邀有心志的弟兄姊妹，參與音響控制室
事奉，主要在中文堂崇拜時段進行，並會提供適當訓練。有意
者請聯絡李仲鳴弟兄 (norman.lee2013@yahoo.ca) ，或李仕宏
弟兄 (nli@mountpleasantgroup.com) 。
10. 中文堂的聖誕福音晚宴，將於 12 月 5 日（週六）晚上舉行；
主題：透視人生，經歷平安。講員：曾永光牧師；另邀請到著
名年青鋼琴家許安生來演奏，及他和母親分享生命見證。兒童
福音聚會亦於同時間舉行。請努力邀請未信親朋出席。餐券：
成人 $15 元，長者/嘉賓/學生 $5 元。詳情請參看附頁。崇拜
後請往西翼購票，下主日（29 日）截止。
11. * 第二期重建自尊課程將於 12 月 12 日開始，共十課，由黃達
瑩醫生（註冊治療師，培訓師，天道神學院講師）主講，內容
包括：接納自己，面對創傷，面對罪咎，謙卑不自卑，勝過試
探，接受限制，得著基督。報名日期：11 月 22 及 29 日主日祟
拜前後，名額有限，額滿即止。報名費用：五十元（包括–習
作簿 $20，使用課程權 $30）。詳情請參看附頁。
12. * 印刷精美之 2016 年月曆在接待處發售，主題是〈最珍貴的禮
物〉，每本 $2.50，附有本會聚會時間表，並贈送每日讀經
卡，歡迎購買自用或送禮。
13. 今週代禱事項：


為年會將選出新一屆職員來禱告，願主與他們同在，在服
事的崗位上從新得力，同心建立教會



為 12 月 5 日的中文堂及兒童福音聚會禱告，求主賜福予
講員及見證分享嘉賓，又打開到會者的心來接受主



求主在受恐怖襲擊陰霾的國家人民中賜下安慰與真平安，
也求主遏止伊斯蘭國的恐怖行為，避免生靈塗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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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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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計劃〈進深認識主耶穌〉之《獨特的福音書：約翰福
音》，講員：黃明鈁牧師。

主席：陳永法弟兄
領詩：鄭國平弟兄
迎賓：李劉麗芬姊妹
招待：何羅錦裳姊妹
陳鄭笑儀姊妹
劉李燕菁姊妹

講員：冼景業牧師
司琴：鄭郭顯慈姊妹
陳何詠端姊妹
何嘉棠弟兄
葉星輝弟兄
陳英華弟兄
黃顯明弟兄

12 時舉行「建立孩子成長的界線」講座，講員為何林惠英女
士。
3. 第三十三屆多倫多華人聖樂促進會聯合詩班聖樂崇拜將於 11

月 28 日週六下午 4 時正假仕嘉堡華人浸信會舉行。主題為
「因信歌頌」。崇拜中將獻唱海頓《尼爾森彌撒曲》，並有韓
錦昌牧師信息分享，聖經頌讀。懇請出席、同聲歌頌、共證主
恩。查詢更多詳情，可瀏覽網址：www.atcecm.ca，或電郵
至：atcecm@gmail.com。

各堂聚會資料：
今日講員
上週人數

中文堂

英文堂

兒童部

袁廣明牧師

Barry Duguid 牧師

甘國基弟兄

中文堂

英文堂

182

崇拜

118

國語組：18

星期日約會

27

——

主日學

73

48

英語尋道班

——

7

國語尋道班

22

——

兒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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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線

20 + 4 導師
（大組活動）

顧問牧師： 嚴建平博士

26 + 11 導師

署理主任牧師： Barry Duguid 牧師

（崇拜及小組時間）

11 月 18 日中、英文堂“家庭祈禱會”：25

主日崇拜講題預告：
日期

講員

講題

11/29

冼景業牧師

榮耀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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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聚會時間表：

電郵地址 / 電話
dngien@tyndale.ca
416-226-6620 內線 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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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堂實習傳道： 甘國基弟兄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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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