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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詩歌詞：

主日崇拜

在基督裡

2018 年 9 月 23 日
———————————————————————————————

序樂

眾立

宣召

歷代志上 16:8-9
主席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求告祂的名，在萬民中傳揚祂的作為！
要向祂唱詩、歌頌，談論祂一切奇妙的作為。」

為真理，
作同工夥伴
約翰三書 1:1-14

祈禱

主席

頌讚

會眾

獻詩
教牧代禱

教牧同工

讀經
講道

約翰三書 1:1-14

主席

“為真理，作同工夥伴” Barry Duguid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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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讚小組

“在基督裡”

講員：Barry Duguid 牧師

司琴：吳偉基弟兄

傳譯：李潔雲傳道
譚官舜琴姊妹
陳鄭笑儀姊妹
趙翁潔雲姊妹

國語傳譯：鍾黃秀真姊妹

譚廷鎮弟兄
陳英華先生

黃廖安琪姊妹

———————————————————————————————
2018 年 9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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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手提電話及電子產品關掉，或調校至靜音模式，
專心仰望神並讓祂更新我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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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2. * 本主日蒙本會前署理主任牧師 Barry Duguid 牧師蒞臨證道，
謹此致謝。

主席及領詩：李仕宏弟兄

招待：沈鄧麗華姊妹
黃李玉卿姊妹
衛陳麗容姊妹

勝過罪惡，不懼死亡，基督大能，今護庇我；
從我誕生，直到離世，我的生命，在主手裡。
沒有邪惡，或是權謀，能使我們，與神隔絕；
直到主來，或歸天家，因主大能，我得站立。

李傳道

———————————————————————————————

葉家宗弟兄

祂的身體，在洞穴裡，世上之光，在黑暗裡；
直到那日，榮耀清晨，從墳墓裡，祂又復活。
當祂勝過，罪惡權勢，死亡毒鉤，不再害我；
我屬於祂，祂屬於我，因主寶血，我得救贖。

會眾

阿們頌

迎賓：徐朱浩雯執事

惟有基督，道成肉身，完全的神，成為人子；
帶來公義，恩典禮物，祂來拯救，卻被棄絕。
直到耶穌，十架受死，神的憤怒，得以停息；
所有罪孽，祂全承擔，因主受死，我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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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ry Duguid 牧師

歡迎及報告

在基督裡，我得盼望，祂是亮光、力量詩歌；
這房角石，堅固磐石，不怕乾旱、兇猛風暴。
無比慈愛，何等平安，懼怕消逝，爭戰平息；
我的安慰，我的一切，因主的愛，我得站立。

3. 主日學在每主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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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月份奉獻報告已張貼在圖書館門外的財務佈告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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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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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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差遣主任牧師和英文牧者來牧養我們，在等候期間，我
們同心守望，彼此服事。

6. 袁牧師休假至 9 月 30 日，並 9 月 24–28 日於休假期間參加第二
十屆美加華人浸信會聯會年議會。

 為將在 10 月份舉行夫妻節、糖果嘉年華與及 12 月份的中文
堂福音晚宴禱告。求主讓籌委會有美好的安排，幫助我們參
與並邀請親朋戚友出席，鞏固婚姻關係、福音得以傳揚。

7. * 執事會消息：
 特別會友會：為預備來年的挑戰，本會內部需要足夠的領袖
維繫及帶領，並維持事工發展的穩定，執事會動議已連續事
奉兩屆的現任執事可以再被提名，其任期為兩年。此提案將
於今天（9 月 23 日）中文堂崇後舉行特別會友大會，進行討
論、動議及投票。此會友會需 10% 恆常出席會友出席，才可
生效，敬請會友留步參與。如未能出席，請到西翼填寫授權
書。備註：此提案只適用於今年的選舉。
 執事會將於 10 月 21 日下午 2:30 舉行答問會，討論伊朗基督
教團體於週日借用一間教室，同時讓他們的孩子參加兒童主
日學及崇拜的請求，初擬是為期六個月。
執事會邀請了 Brian Cheng 和 Kit Chu 弟兄做兩項獨立研
究。Brian 和 Sarah Cheng 將會在 RHCBC 內部進行詢問，收
集會眾對此計劃的意見。
Kit Chu 弟兄會搜集大多市的伊朗基督教團體情況，並查詢曾
有與伊朗基督徒合作經驗的教會。報告將於 10 月 21 日發
表。 弟兄姐妹們請向 Brian 和 Kit 提供幫助。
8. 供管部消息：由即日起，所有球類和興趣小組活動都應在晚上 10
時結束。請清理場地、關閉所有電燈、啟動保安系統，並在晚上
11 時之前離開教會。多謝合作。
9. 教會與大衛城文化中心及遠東廣播合辦的「加拿大夫妻節」將於
10 月 27 日（周六）下午 7 時正假教會舉行。目的是提倡一夫一
妻，一生一世的婚姻關係，歡迎已婚者、未婚者、單親家庭及青
少年參加。詳情請看附頁，下周開始派發門票，請預留時間並邀
請朋友出席。

 求主保守各講員（英文堂、中文堂、青少年、兒童）身心靈
都充沛，所傳遞神的話能讓我們生命改變，跟隨主、榮耀
神。
 求主給我們一個愛教會心，同心參與是次年會選舉，禱告作
提名及被提名的人，同心合意在這些崗位上服事，建立神的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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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講題

09/30

黃文超牧師

教會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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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日（本周三）上午 10–12 時舉行
「孩子的成長發展：父母角色與任務」講座，講員為何林惠英女
仕。

各堂聚會資料：
上周人數
今日講員

上周崇拜

上周主日學

今日講員

中文堂

209

96

Barry Duguid
牧師

國語組

——

12

——

英文堂

99

37

Barry Duguid
牧師

8 +4 導師

5 +2 導師

林曉峰弟兄

17 +10 導師

15 +6 導師

Sandra Fung
姊妹

少年
(G6–G8)

兒童部
(幼兒–G5)

團契聚會時間表：
中文堂團契
 約書亞 (長者) 團契: 每月第三個周五 10:00am @大禮堂
 錫安 (成人) 團契: 每月第三個周六 7:30pm @101-102 室
 基諾 (成人) 團契: 每月第三個周六 7:30pm @地庫禮堂
 以斯帖 (婦女查經) 團契: 每周三 9:45am @地庫 01-02 室
 迦南 (大專/青年就業) 團契: 每周五 8:30pm @102 室
 國語團契: 每月第二個周六 6:30pm @101 室
 Light（英語兒童）團契 (一至六年班): 每月第三個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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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聚會時間表：

家庭祈禱會：11
中文堂

上周奉獻總數：$19,245.90

英文堂

主席及領詩：李仕宏弟兄

講員：黃文超牧師
葉家宗弟兄

招待：沈鄧麗華姊妹
黃李玉卿姊妹
衛陳麗容姊妹

譚官舜琴姊妹
陳鄭笑儀姊妹
趙翁潔雲姊妹

國語傳譯：鍾黃秀真姊妹

鄧超文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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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組

主 日 學 ：上午 9:30
主日崇拜：每月第二個主日
上午 11:15

主日崇拜：上午 9:30
主 日 學 ：上午 11:15
幼兒（初生–JK）上午 9:30–下午 12:50

司琴：吳偉基弟兄
迎賓：徐朱浩雯執事

主 日 學 ：上午 9:30
主日崇拜：上午 11:15
(粵語，國語傳譯)

下周司職人員：

 為在病患肢體及失去家人的家庭禱告。願神安慰與撫摸，作
他們的幫助，堅定信靠，使身心靈同得醫治。

日期

其他消息：

10. * 洪樂斯姊妹（Barbara Hung）與何思宇弟兄（Sear Ho）於 10
月 7 日舉行婚禮。謹此祝賀馬楚娟姊妹（Angela Ma）之女兒出
閣之喜。
11. 今周代禱事項：

主日崇拜講題預告：

SK-G5

G6–G8

兒童部

唱頌敬拜：上午 9:30
大組活動：上午 10:00
主日崇拜：上午 11:00
小組時間：上午 11:50

唱頌敬拜：上午 9:30
主 日 學 ：上午 10:00
少年崇拜：上午 11:00
團
契：上午 11:50

家庭祈禱會

每周三晚上 8 時在 2 樓 201-203 室

譚廷鎮弟兄
陳英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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