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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詩 / 頌揚上帝大權能
（曲：Michael W. Smith，中譯：高蔡慧君）

2016 年 2 月 21 日
—————————————————————————————

序樂

眾立

宣召

歷代志上 16:23-25

主席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天天傳揚祂的救恩，
在列邦中述說祂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祂的奇事。
因耶和華為大，當受極大的讚美；祂在萬神之上，當受敬畏。」

喜樂滿足
腓立比書 2：1-4

祈禱

主席

頌讚

會眾

獻詩

“讚美詩 / 頌揚上帝大權能”

詩班

讀經

腓立比書 2:1-4

主席

講道

“喜樂滿足”

嚴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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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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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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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

歡迎及報告

冼牧師

家事分享（短片）

基教部

—————————————————————————————
主席：葉文光弟兄
講員：嚴建平博士
領詩：嚴啟恩弟兄
司琴：許可兒姊妹
詩班指揮：郭顯揚弟兄
詩班司琴：鄭郭顯慈姊妹
傳譯：鄒海挺執事
迎賓：余趙懿雯姊妹
徐人樹弟兄
招待：李鄭月蓮姊妹
林周惠愛姊妹
林永硂弟兄
葉陳潔麗姊妹
岑王少梅姊妹
岑兆光弟兄
王伍婉芬姊妹
鍾梁艷菊姊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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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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被造物都應開口，讚美全能救主名，
天庭眾軍終日歌唱，寶血救贖大事工。
救主溫柔慈聲細語，屬主兒女聽主言：
“豐盛美筵與你共享，同來歡欣同頌讚！”
絢爛虹彩清晨曙光，閃亮眾星燦爛光，
高聲宣告屬天信息：“榮耀歸上帝當頌揚。
來榮耀歸上帝，當頌揚。”
一朵小花一棵小樹，都被裝飾鮮明，
微風吹拂祥雲飄揚，都聽寶座命令，
萬物既從主得命令，父神必永眷顧，
天父子民，無論何去，父神都必隨護。
世上萬物齊來讚美，地和天同讚主名。
同聲開口相互應和，將主寶貴愛宣揚。
來將主寶貴愛宣揚。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將主寶貴愛宣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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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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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逢週三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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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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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2016 年 1 月份的奉獻報告已刊就，請到東翼佈告板查看。
7. * 由本週起，請會眾到西翼校對或更新個人/家庭成員在通訊錄
上的資料，新一期的通訊錄將以個人為單位，代替以往以家庭
作單位。完成校對或更新後，請在你名字的左方加上剔號，以
示資料正確和仍在本會聚會；凡名字旁沒有加上剔號的，有關
資料便不會刊載在新的教會通訊錄上。如你是近期才開始在本
會聚會，而又希望登錄在教會的通訊錄，請將有關資料填交當
值的弟兄姊妹。一俟印刷完成，每個登在通訊錄的家庭，可獲
派通訊錄一本。
8. 本年度第一季會友大會於今日下午 2:30 在地庫小禮堂舉行。請
往接待處索取議程（修訂）、2015 年年會及第四季會友大會之
會議記錄，並請準時出席，共襄聖工。
9. * 關顧部於 3 月 6 日（主日）舉行‘歡迎午宴’，歡迎過去一
年參加 RHCBC 聚會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並藉此機會讓他們認
識教會、領袖、弟兄姐妹、小組、團契及兒童部各事工。請小
組組長、團契職員，鼓勵及協助他們向 Philip Cheung（英文
堂）或 Rosanna Yu（中文堂）報名。
10. 基教部於 4 月 2 日 至 6 月 18 日（週六）早上 10 時舉行
［重建自尊 III］–建立自尊的界線。講師：黃達瑩醫生。費用
50 元 （ 包 括 習 作 簿 及 課 程 使 用 權 ） 。 截 止 報 名 日 期 ： 28 日
（下主日）。查詢：Cindy Li (cli.class.2000@gmail.com)。
11. * 第 51 屆浸禮，將於 5 月 1 日舉行，鼓勵已決志接受耶穌基
督為救主者接受浸禮。浸禮班將於 3 月 20 日及 27 日兩個主日
的下午 2:30 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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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今週代禱事項：


為教會禱告是神的心意，求主幫助我能參加週三晚上的家庭
祈禱會，與眾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地守望



求主感動已信主的弟兄姊妹考慮接受浸禮，在未來的歲月裏
一同成長和服事主

13. 2 月份崇拜後整理禮堂座椅的執勤團隊為：中文堂

其他消息：

各堂聚會資料：
中文堂
今日講員

上週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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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建平博士

英文堂

兒童部

Barry Duguid 牧師 Sylvia Sikakane 姊妹

中文堂

英文堂

崇拜

206

118

主日學

86

65

英語尋道班

——

11

國語尋道班

23

——

19 + 6 導師
（大組活動）

講員

講題

2/28

冼景業牧師

盡獻所有

教牧及辦公室人員表：
內線

22 + 12 導師
（崇拜及小組時間）

上週奉獻總數：$8.330.30
累計奉獻總數：$80,561.70

下週司職人員：
主席：徐人樹弟兄
領詩：嚴啟恩弟兄
迎賓：余趙懿雯姊妹
招待：李鄭月蓮姊妹
葉陳潔麗姊妹
王伍婉芬姊妹

日期

兒童部

上週三中、英文堂“家庭祈禱會”：15

講員：冼景業牧師
司琴：許可兒姊妹
徐人樹弟兄
林周惠愛姊妹
林永硂弟兄
岑王少梅姊妹
岑兆光弟兄
鍾梁艷菊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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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牧師： 嚴建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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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契聚會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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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堂

主日崇拜：上午 9:30
主 日 學：上午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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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活動詳情請參閱西翼佈告板有關海報，謝謝。
1. * 多倫多基督徒華人親子會於 2 月 24 日及 3 月 2 日（週三）上午
10–12 時舉行「婚姻裏性格衝突的處理（上）及（下）」，講員為
周偉文博士。

主日崇拜講題預告：

家庭祈禱會

每週三晚上 8 時在 2 樓 201-2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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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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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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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