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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節主日崇拜

To Mother With Love (意譯)

2016 年 5 月 8 日

宣召

當上帝創造了這個偉大的宇宙祂有一個奇妙的計劃，
祂拿了一些塵土並賦予它生命，因此創造了人；
而從這個人，祂拿了一根肋骨，並造了一個助手，
而她，反過來，成為地上的最早的母親。
她成了地上的最早的母親。

祈禱

主席

上帝知道，人不能做所有需要做的事情，
他需要母親來完成他已經開始的工作；
我們愛我們的父親，他們所做的不能輕看，
但現在所有的母親聽我們用語言表達的愛。

頌讚

會眾

—————————————————————————————

序樂

眾立

以賽亞書 44:24（新譯本）
主席
「你的救贖主，就是那在母胎中就造了你的耶和華這樣說：
“我耶和華是創造萬物的，我是獨自展開諸天，鋪張大地的。」

對兩位母親的反思
出埃及記 2:1-10

獻詩

“To Mother With Love”

讀經

出埃及記 2:1-10

講道

“對兩位母親的反思”

頌讚小組

給母親，用愛，
給母親，用愛；
我們唱這首歌給母親，用愛。

主席
黃陳燕華傳道

回應詩歌

會眾

感恩及奉獻祈禱

主席

讚美詩

會眾

報告事項：
1. * 本主日蒙恩泉浸信會黃陳燕華傳道蒞臨證道，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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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及初信門訓班，在每主日上午 9:30 舉行，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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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8 日
母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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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

歡迎及報告

冼牧師

—————————————————————————————
主席：陳永法弟兄
講員：黃陳燕華傳道
領詩：鄭國平弟兄
司琴：鄭郭顯慈姊妹
迎賓：陳黃淑彬姊妹
徐人樹弟兄
招待：陳何詠端姊妹
陶楊鳳貞姊妹
陶瑞官弟兄
劉李燕菁姊妹
黃馮慧芳姊妹
黃仁康弟兄
王伍婉芬姊妹
黃陳淑蘭姊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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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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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3 月及 4 月份的奉獻報告已刊就，請到東翼佈告板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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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教牧同工消息：
 冼牧師於本週二（17 日）至 22 日休假
 辦公室趙翁潔雲姊妹於本週四 (12 日) 至 5 月 17 日休假
8. 下主日（5 月 8 日）下午 2:30–5:30，舉行「羽毛球家庭同樂
日」，歡迎帶同未信主朋友出席。
9. 原定在 5 月 1 日舉行之第二季會友大會改於 5 月 15 日，中文
堂崇拜後舉行，為時約 45 分鐘。敬請預留時間及於下主日崇
拜後留步參加。會友請往接待處索取議程，事工報告，及上次
季會之會議記錄。
10. 教會退修會將於 7 月 22–24 日，在 Niagara-on-the-Lake 之
Niagara College 舉行，題目：“敞開的門”。中文堂講員：
鄒永恆牧師（現任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教務長）；英文堂講員：
蔡思恩牧師（北約母會）。晨鳥報名日期由 5 月 15–22 日。
單人房 $100/人，雙人房價 $50/人，全時間學生 / 65 歲長者
有 20% 折扣優惠。由於退修會場地的食堂在裝修，今年的退
修會費用不包膳食，但所有單位都有微波爐和冰箱設備。
11. * 為「鄧」宣教士夫婦的祈禱會，於本週三（18 日）晚上 9:30
至 10:15 在教會舉行，歡迎參加。
12. 感謝英文堂的會眾，負責 5 月份崇拜後整理禮堂座椅的事奉。
13. 今週代禱事項：
 求主幫助我們「不住禱告」（帖前 5:17）和「思念天上的
事」（歌 3:2）；在今星期裏，學習在生活中依照基督所
喜悅的而行
 為今年夏天有兩隊壘球隊感謝神；內中有 9 位未信的朋
友。求主藉着壘球隊員幫助他們認識基督
 為上星期 3 位受浸的姊妹而感恩；請在禱告中記念她們在
基督裏的信心繼續增長

各堂聚會資料：
中文堂

英文堂

兒童部

黃陳燕華傳道

Barry Duguid 牧師

陳穎麟弟兄

中文堂

英文堂

今日講員

上週人數
崇拜

兒童部

主日崇拜講題預告：
日期

備註

講員

講題

5/15

宣教主日

John Fuller 傳道

耶穌腳前

第 51 屆浸禮合堂崇拜：388

教牧及辦公室人員表：

主日學
英語尋道班

暫停

內線

國語尋道班

dngien@tyndale.ca
416-226-6620 內線 2763

顧問牧師： 嚴建平博士
上週三中、英文堂“家庭祈禱會”：21

署理主任牧師： Barry Duguid 牧師

上週奉獻總數：$10,168.83
累計奉獻總數：$208,959.30

下週司職人員：
主席：陳永法弟兄
領詩：嚴啟恩弟兄
詩班指揮：郭顯揚弟兄
傳譯：???
迎賓：陳黃淑彬姊妹
招待：陳何詠端姊妹
劉李燕菁姊妹
王伍婉芬姊妹

講員：John Fuller 傳道
司琴：許可兒姊妹
詩班司琴：鄭郭顯慈姊妹
徐人樹弟兄
陶楊鳳貞姊妹
黃馮慧芳姊妹
黃陳淑蘭姊妹

陶瑞官弟兄
黃仁康弟兄

電郵地址 /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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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消息：
以下活動詳情請參閱西翼佈告板有關海報，謝謝。
1. * 「 建 道 中 心 」 舉 辦 下 列 夏 季 課 程 ： 〈 圖 解 系 統 神 學
（一）〉、〈認識轉變中的家庭 –離婚、單親和再婚家
庭〉、〈靈裡深耕（3）：撒種好土（呼召真義與實
踐）〉、〈神學起點（下）：研讀《聆聽上帝愛的言
說》〉、〈舊約節期祭禮的現代意義〉、〈靈命深耕
（4）：應用篇〉……等。詳情請瀏覽網址 www.abscc.org
或致電 905-477-8337 查詢。
2. * 多倫多基督徒華人親子會於 11 日（本週三）上午 10–12
時舉行「新版性教育課程帶來的影響」，講員為謝安國牧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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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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國語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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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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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