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山華人浸信會

黎明山華人浸信會

Richmond Hil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報告事項：

宣教主日崇拜
2017 年 9 月 10 日
—————————————————————————————

序樂

眾立

宣召

主席

申命記 32:3-4

「我要宣告耶和華的名；你們要將大德歸與我們的上帝。
祂是磐石，祂的作為完全；
祂所行的無不公平，是誠實無偽的神，又公義，又正直。」

祈禱

主席

與主同行宣教路

頌讚

會眾

約翰福音 4：35
腓立比書 2：5–11

獻詩
講道

Doulos

“期待”

“與主同行宣教路”
林黃嘉鸞傳道
約翰福音 4：35，腓立比書 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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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仕宏弟兄

講員：林黃嘉鸞傳道

領詩：Doulos 音樂佈道團
迎賓：李劉麗芬姊妹

蕭廖素芳姊妹

招待：葉林順瓊姊妹
伍李文芳姊妹
黃馮慧芳姊妹

葉家亮弟兄
伍銘華弟兄
黃仁康弟兄

譚官舜琴姊妹
譚廷鎮弟兄

—————————————————————————————
2017 年 9 月 10 日
宣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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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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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主日蒙 Doulos 音樂佈道團於主日學分享信息及帶領崇
拜，並林黃嘉鸞傳道蒞臨證道，謹此致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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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三晚 8:00–9:30，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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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同工消息：
 實習傳道李潔雲姊妹於 8 月 30 日至 9 月 13 日休假。
 * 袁牧師於 9 月 16 至 22 日休假。
7. * 兒童部為 Pikangikum 第一民族區 Eenchokay Birchstick 學
校的學生 “返校”籌款活動，共籌得 $1,062.35。
8. 外展部消息：外展部將於每月的第二個主日，下午二時至三
時，進行外展活動，向附近鄰居敲門、派單張、傳福音，並邀
請他們來教會，今年第一次活動將於今日舉行，誠意鼓勵弟兄
姐妹一起參與。詳情請與李振良執事聯絡。
9. 今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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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外展與基教部將於 9 月至 11 月份合辦「啟發課程」。啟發課
程是一系列互動課程來探索基督教信仰的基礎。每課採用不同
問題並以開放及誠實的態度來討論，同時間也彼此建立關係。
詳情請參閱邀請卡並作為邀請之用。為預備食物，請於 9 月
17 日 或 以 前 將 出 席 客 人 人 數 通 知 吳 思 成 Stephen 弟 兄
（stphng908@gmail.com）。如果您想參加這個活動的服務團
隊和/或有任何問題，請隨時聯繫 Stephen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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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基教部消息：
 2017 年第四季主日學將於 9 月 17 日開始。讓我們一起在
聖經真理中紮穩根基，現接受報名，詳情請參閱附頁。
 英文堂主日學於下主日（17 日）開始改至上午 11 時 15 分
舉行，敬請留意。
12. 供管部消息：Weldrick Road 的閘口在平日保持關閉。Hillsview
Drive 的閘口在平日開放；請最後一位離開教會者把閘口關
好，防止車輛闖入或在停車場有不恰當行為發生。
13. *「糖果嘉年華」2017 年主題大賽：誠意邀請你參加，請
於 9 月 18 日（周一）前電郵王谷莉萍姊妹（community
@rhcbc.org）。
14. 感謝英文堂的會眾，負責 9 月份崇拜後整理禮堂座椅的事奉。
15. 今周代禱事項：
 求神醫治並安慰患病肢體及其家人，使他們在這困難時刻
能經歷神出人意外的平安，恆久靠主。
 求神使即將舉行的「啟發課程」可以讓更多人來認識並接
受主耶穌，求主幫助我們積極邀請朋友來參加並為他們禱
告。
 宣教是神的心意。求神幫助我們多為宣教士禱告、以金錢
支持、並願意參與短宣體驗。
 繼續為秘魯利馬的福音工作禱告。求神保守短宣隊平安，
讓我們看見當地的需要及異象（特別第二代的福音事
工），能將加拿大教會的祝福帶至當地。
 祈求神讓加國卑詩省的嚴峻火災、美國德州的風暴水災、
東南亞的熱帶氣旋所引發的暴雨及山泥傾瀉等天災能早日
完結，救援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居民可以重返家園，求主
安慰及醫治各人的心靈。
 為墨西哥的地震及颶風艾爾瑪對佛羅里達州和加勒比海的
衝擊禱告。祈求神保守生命及減低造成的破壞，也讓人民
從神那裡找到真正的安慰與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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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倫多基督徒華人親子會於 9 月 13 曰（本周三）上午 10–12
時舉行「走出安省教育迷宮」講座。現今學校不斷推行許多和我
們不相符的價值觀，作為家長，該如何保護孩子的心志；又如何
傳達對學校的意見；及如何處理孩子被同學欺凌。家長講座讓你
更進一步了解安大略省的教育制度。講員：約克區教育委員譚國
成先生、謝安國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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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嚴 建 平 博 士 創 辦 的 Centre for Mentorship and Theological
Reflection 於 9 月 16 日（周六）晚上 6:00-9:00 舉辦宗教改革
500 周年慶典。內容包括講座、信息、頌讚及敬拜，講員包括嚴
建平博士、Dr. Alister McGrath 及 Dr. Victor Shepherd。請登
入 www.dennisngiencentre.ca 查閱詳情。
3. * 中華福音神學院於 9 月 19–23 日舉行「聖經中的僕人領導學」
國語學分課程（必修），並於 9 月 23 日（周六）7:30pm 舉行
「21 世紀的僕人領導風範」國語公開講座。講員：余亞弘博士。
4. 感謝神的恩典，恩泉浸信會在 2014 年 10 月購入 Stouffville 巿
的土地作建堂之用。恩泉浸信會的弟兄姊妹一直積極籌劃和努力
籌集建堂資金。在 10 月 9 日（感恩節，周一）舉行第二次步行
籌款運動。鼓勵會眾參加，一同建立神的國度。詳情參閱單張及
到接待處索取籌款表格。

下周司職人員：
主席及領詩：李仕宏弟兄

日期

講員

講題

9/17

李潔雲姊妹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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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三晚上 8 時在 2 樓 201-203 室

講員：李潔雲姊妹

司琴：吳偉基弟兄
詩班指揮：郭顯揚弟兄

詩班司琴：鄭郭顯慈姊妹

迎賓：李劉麗芬姊妹

蕭廖素芳姊妹

招待：葉林順瓊姊妹
伍李文芳姊妹
黃馮慧芳姊妹

葉家亮弟兄
伍銘華弟兄
黃仁康弟兄

譚官舜琴姊妹
譚廷鎮弟兄

各堂聚會資料：

教牧及辦公室人員表：

中文堂

英文堂

兒童部

林黃嘉鸞傳道

Markus Gommel

Jennifer Gibb

上周人數

中文堂

英文堂

兒童部

崇拜

219

94

主日學

55

——

大組活動
14 + 7 導師

今日講員

主日崇拜講題預告：

國語尋道班：17

崇拜及小組時間
13 + 7 導師

國語崇拜講員：袁廣明牧師
家庭祈禱會：8

電郵地址 / 電話

署理主任牧師：

Barry Duguid 牧師

102

bduguid@rhcbc.org

教牧：

袁廣明牧師

104

jyuen@rhcbc.org

冼景業牧師

106

bsin@rhcbc.org

黃基諾弟兄

107

ekwong@rhcbc.org

李潔雲姊妹

103

cli@rhcbc.org

實習傳道：

劉東輝弟兄

jli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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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奉獻總數：$31,6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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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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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rhcbc.org
(905) 508-83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