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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耶穌奇妙的救恩（青年聖歌 I，196）

2016 年 1 月 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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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歌唱耶和華的慈愛直到永遠！我要用口將祢的信實傳與萬代！
耶和華啊，諸天要稱讚祢的奇事，在聖者的會中，要稱讚祢的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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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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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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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陳永法弟兄
傳譯：冼景業牧師
領詩：黎炳華弟兄
詩班指揮：周浩輝弟兄
迎賓：徐朱浩雯姊妹
招待：黃馮慧芳姊妹
伍李文芳姊妹
陳何詠端姊妹
主餐輔助：李劉麗芬姊妹
徐朱浩雯姊妹
李鄭月蓮姊妹

講員：Barry Duguid 牧師
司琴：吳偉基弟兄
詩班司琴：鄭郭顯慈姊妹
李鄧美英姊妹
黃仁康弟兄
黃麥婉琴姊妹
伍銘華弟兄
羅朱浩齡姊妹
胡忠潔姊妹
李仕宏弟兄
葉文光執事
陳永法弟兄
莫幹明執事
李彪弟兄

—————————————————————————————
參加崇拜聚會，請關掉手提電話或傳呼機，
專心仰望神並讓祂更新我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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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奇妙的救恩，超過我眾過犯；
我口舌怎能述說，更將從何頌讚？
祂除我罪擔憂愁，使我得著自由；
耶穌奇妙的救恩使我得拯救。
耶穌奇妙的救恩，臨到失喪之人，
藉救恩我罪得赦，並拯救我靈魂，
主為我解脫捆綁，使我得著釋放；
耶穌奇妙的救恩使我得拯救。
副歌：主耶穌奇妙無比的救恩，深過波濤滾滾大海洋；
高過最高山嶺，美過最美泉源，奇妙救恩足夠我需用，
闊過我一生所行的過犯，大過我一切罪污邪情，
我要稱揚主聖名，我要讚美主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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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份的奉獻報告已刊就，請到東翼佈告板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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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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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斯帖（婦女查經）團契於本週三（1 月 6 日）復會。




主日崇拜講題預告：

各堂聚會資料：

7. 基教部消息：
新一季主日學於下主日（1 月 10 日）開始，詳情請參閱附頁
之課程報名表，請於今天往圖書館報名，以便老師可預備講
義
為鼓勵弟兄姊妹有恆常讀經習慣，教會提供「漢語聖經協
會」所印製的《祈禱與應許版》讀經表，將生命建立在祈禱
應許之上，歡迎到圖書館索取

8. 感謝弟兄姊妹在教會忠心事奉，教會誠意邀請在過去一年曾參予
事奉的弟兄姊妹及家人，參加下主日（1 月 10 日）中文堂崇拜後
之「致謝午餐」，餐後備有節目。請到西翼報名或電郵 Tony Mok
（tonymok135@hotmail.com）。今日截止。（請必須報名以便安
排食物。）

中文堂
今日講員

Barry Duguid 牧師 Barry Duguid 牧師

上週人數

中文堂

崇拜

兒童部

日期

講員

講題

李仕宏弟兄

1/10

袁廣明牧師

合一與多元的教會

英文堂

英文堂

兒童部

第 50 屆浸禮合堂崇拜：332

12 月 24 日中、英文堂聯合平安夜慶祝活動“細味聖誕”：182

上週奉獻總數：$81,305.00
2015 年全年累計奉獻總數：$734,531.20



為弟兄姊妹從 Urbana15 平安回來而感恩，求神幫助他們更
愛主，一生跟隨主，神在他們生命中作工



為神賜下新的一年而感恩，求神幫助我們專心學習禱告，倚
靠神；全心研讀聖經，生命成長及更新

主席：陳永法弟兄

講員：袁廣明牧師

領詩：莫遠德弟兄

司琴：嚴啟恩弟兄

求神幫助我們在不同範疇中體驗神的信實，口唱心和的讚頌
祂

迎賓：徐朱浩雯姊妹
招待：黃馮慧芳姊妹
伍李文芳姊妹
陳何詠端姊妹



下週司職人員：

李鄧美英姊妹
黃仁康弟兄
伍銘華弟兄
胡忠潔姊妹

黃麥婉琴姊妹
羅朱浩齡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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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牧師： 嚴建平博士

10. 今週代禱事項：

11. 崇拜後整理禮堂座椅的執勤團隊

內線

12 月 30 日中、英文堂“家庭祈禱會”：暫停

9. * 於下主日（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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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及辦公室人員表：

署理主任牧師： Barry Duguid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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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kwong@rhcbc.org

英文堂實習傳道： 甘國基弟兄

105

ck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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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y@rhcbc.org
(905) 508-8354

今日及下主日：迦南團

團契聚會時間表：

教會聚會時間表：

其他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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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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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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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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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活動詳情請參閱西翼佈告板有關海報，謝謝。
1. 泉源輔導中心於 2016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29 日，逢週一晚
7:30–9:30，舉辦《男女 EQ》課程，講員：吳李玉梅女士。
2. 環球聖經講座於 2016 年 1 月 16 日（週六）晚，7:30–9:30 舉
行，主題：顛覆世界的言語，講員：區應毓牧師及陳肇兆牧師。
3. 「建道中心」舉辦下列冬季課程：《教會歷史：教義發展》、
《靈裏深耕（1）：心田深耕入門》、《新約概論及短講教
導》……等。詳情請瀏覽網址 www.abscc.org 或致電 905-4778337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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