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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詩歌詞：

主日崇拜

因祂大愛（曲：Lanny Allen 詞：梁孟傑）

2017 年 6 月 18 日
—————————————————————————————

序樂

眾立

宣召

主席

詩篇 95:6-7
「來啊，我們要屈身敬拜，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下。
因為祂是我們的神；我們是祂草場的羊，是祂手下的民。
惟願你們今天聽祂的話。」

進入豐盛人生之門
約翰福音 10:7-10

祈禱

主席

頌讚

會眾

獻詩

詩班

“因祂大愛”

分享

何家駿弟兄

講道

“I am”””、“進入豐盛人生之門”the Gate” 冼牧師
約翰福音 10:7-10

回應詩歌

會眾

感恩及奉獻祈禱

主席

讚美詩

會眾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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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們頌

會眾

歡迎及報告

冼牧師

—————————————————————————————
主席：謝文煥執事

講員：冼景業牧師

領詩：鄭國平弟兄

司琴：鄭郭顯慈姊妹

何事基督尊君，成人類下降在凡塵？
誰平白來贈我新生，擔苦楚怨恨？
全為了愛，聖潔主宰盡棄天上極美寶座、
並那百般（浩瀚）天尊殊榮；
情願降生，（獻上性命）
捨身贖我！（捨身犧牲！）
救主的愛，（至死的愛！）
我心深載！祢愛深哉！（神愛深哉！）
何事背我眾負累？明明沒罪卻要受罪！
誰流淚來為我捐軀、心碎？（竟擔當我眾苦罪！）
全為了愛，（浩瀚、）
聖潔主宰（無窮恩愛！）
盡棄天上極美寶座、（主竟賜尊貴獨生子；）
並那百般天尊殊榮；（只須要真心信靠祂，）
情願降生，（願意悔改，）捨身贖我！
救主的愛，（便獲赦免，）
至死的愛，（能夠）
我心深載！（承受永生福！）
恩主基督犧牲，獻聖軀掛十架！因祂深深愛我，涓涓將寶血灑！
然後祂終獲勝、搗空墳塋復生！因祂大愛，救贖成就！
全為了愛，聖潔主宰盡棄天上極美寶座、
並那百般（一切）天尊殊榮；
情願降生，（毅然）捨身贖我！
救主的愛，（不朽的愛、）
我心深載！（叫我讚歌！）聖哉！我高歌！

詩班指揮：周浩輝弟兄
迎賓：葉馮淑英姊妹

莫幹明執事

招待：岑王少梅姊妹
譚官舜琴姊妹
盧陳潔美姊妹

岑兆光弟兄
譚廷鎮弟兄
盧烔釗弟兄

蕭廖素芳姊妹
鍾孝偉弟兄

—————————————————————————————
2017 年 6 月 18 日
主 日 崇 拜
136 Hillsview Drive, Richmond Hill, Ontario, Canada L4C 1T2
Phone (905) 508-0901  www.rhcb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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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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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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日學及初信門訓班，在每主日上午 9:30 舉行，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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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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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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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三晚 8:00–9:30，舉
行中、英文堂“家庭祈禱會”，為到不同的事工禱告：第
一周為基教部/崇拜部、第二周為關顧部/兒童部/資料部、
第三周為宣教部/外展部、第四周為教會領袖/節目活動部/
供管部/財務部。請攜同你的家人一同來參加，讓我們一起
同心合意為神的國祈禱。提供翻譯。

進行的活動需要改期或更改地點進行，如有問題，請與教
會辦公室聯絡。謝謝。
12. 外展部消息：本會參與 7 月 1 日（周六）加拿大 150 周年
國慶，在 Richmond Green Park Sport Complex（Elgin
Mills / Leslie）舉行的 Canada Home Show 慶祝活動。
現招募弟兄姊妹協助繪面，製作動物氣球和棉花糖等，早
上 11 時 至 晚 上 7 時 ， 請 踴 躍 參 加 並 與 何 展 鵬 弟 兄
（derekho@rogers.com ） 報名及查詢詳情。

主日崇拜講題預告：
日期

講員

講題

6/25

袁廣明牧師

我是好牧人

各堂聚會資料：
中文堂

英文堂

兒童部

冼景業牧師

冼景業牧師

Norman Allen

上周人數

中文堂

英文堂

兒童部

崇拜

240

114

主日學

80

57

大組活動
10 + 5 導師

國語尋道班

22

13. 感謝中文堂的會眾，負責 6 月份崇拜後整理禮堂座椅的事
奉。

今日講員

7. 宣教部消息：
 * 為鄧宣教士夫婦的祈禱會，於本周三（21 日）晚上
9:30 至 10:15 在教會舉行，歡迎參加。
 「30 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運動於 6 月 25 日告一段
落，宣教部邀請參與者及弟兄姊妹於當日一起午膳慶
祝，費用十元，有意者請於崇拜後前往西翼報名。

14. 今周代禱事項：
 禱告對事工的果效非常重要。請為各事工的構思、規劃
以至執行都是藉着祈禱。
 在慶祝父親節及加拿大成立 150 週年之際，請在本周為
所有父親禱告。祈求神繼續使用父親帶領其家人。
 尼日利亞，索馬里，南蘇丹和伊朗的糧食危機：由於嚴
重的干旱及衝突加劇，該地區有二千多萬人面臨嚴重饑
荒。據聯合國消息，世界正面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
大的人道主義危機。請在禱告中記念他們。為當地的和
平、政府領導人和人道主義工作者禱告，尤其是那 140
萬脆弱的兒童。（請向有關援助機構捐贈，加拿大政府
將以相同金額投入 Famine Relief Fund。）
 為穆斯林禱告：
（i） 為那些在國外謀生的烏茲別克族父母禱告，願他
們能在異地遇見幫助他們的基督徒。
（ii） 為跟隨基督的貢賈人禱告，使他們知道如何和家
人分享信仰，而不會造成與家人的隔離。

8. * 本年度第二季會友大會於下主日（25 日）下午 2 時在大
禮堂舉行，可往接待處索取議程及上次季會之會議記錄，
並請預留時間參加。

其他消息：

5. 教牧同工消息：
 袁廣明牧師於 6 月 13–18 日休假。
 王谷莉萍姊妹於 6 月 16–23 日休假。
6. 因 Hillsview Drive 的行人路拆卸及重鋪工程，行車道日間
會關閉，路面變得狹窄及凹凸不平。籲請會眾出入教會，
使用 Weldrick Road 出口。施工期間，不用把 Hillsview
Drive 及 Weldrick Road 的大閘關上。

9. 教會退修會定於 7 月 21–23 日（周五至周日）在 Durham
College (UOIT) ， Oshawa 舉 行 。 主 題 ： 『 挑 戰 與 機
遇』。中文堂講員：郝繼勇牧師；英文堂講員：鄧立暉牧
師。請到西翼報名及查詢詳情，名額有限，請盡早報名！
10. 二胡興趣班將於 6 月 25 日下午 3:30-5:30 於地庫禮堂舉辦
學生表演，歡迎任何人士出席。詳情請參閱附頁。
11. 供管部消息：6 月 26 日（周一）至 7 月 8 日（周六），地
庫小禮堂、走廊及詩班房全面更換地毯。期間所有在地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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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及小組時間
16 + 11 導師
家庭祈禱會：18

上周奉獻總數：$11,073.22
累計奉獻總數：$280,186.05

下周司職人員：
主席：謝文煥執事
領詩：鄭國平弟兄
迎賓：葉馮淑英姊妹
招待：岑王少梅姊妹
譚官舜琴姊妹
盧陳潔美姊妹

講員：袁廣明牧師
司琴：鄭郭顯慈姊妹
莫幹明執事
岑兆光弟兄
譚廷鎮弟兄
盧烔釗弟兄

蕭廖素芳姊妹
鍾孝偉弟兄

教會聚會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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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理治療角度認識
破壞婚姻的元素和建立婚姻的策略》、《亂世中的幸福人
生》–從正向心理學認識現代成年人的生活、《基督教生
命倫理課程（二）》–生、老、病、死、衍生的難題與決
擇、《宣教使命與上帝子民》，免費講座：《亂世中的幸
福》–從正向心理學認識現代的幸福哲學……等。詳情請
瀏覽網址 www.abscc.org 或致電 905-477-8337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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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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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