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報告

上週各聚會人數

1. 歡迎今早參加崇拜的新朋友及弟兄姊妹。
2. 多謝黃耀鑫傳道蒞臨証道，願主賜福他的家庭及事

奉。
3. 2017-2018 年度執事：感謝主! 在上主日會友年會中選

出以下 7 位執事：陳智誠(Sam)、馮國安(Pat)、李佩
美 (Doris) 、 莫 國 璣 (Keith) 、 曾 毅 堅 (Danny) 、 曾 敏 賢
(Herman)、王鑑勤(Henry)。求主帶領及使用他們的事
奉，並為他們的靈命及其家人禱告。
4. 聖誕同歡頌主恩：12 月 17 日(週六)6:15pm 在教會地

庫副堂舉行。餐劵：$10(11 歲或以上)，$5(5-10 歲)，4
歲或以下免費。查詢及購票：曾鄒笑媚(Claudia)姊妹
或譚李德莊(Ellen)姊妹。截止購票：12 月 11 日。
5. 歡樂聖誕頌歌探訪安老院：約書亞團契及兒童部於

12 月 10 日 ( 週 六 )2-3pm 在 Carlton Gardens Care
Residence(4108 Norfolk St., Burnaby)探訪該院舍長者，
並與他們預祝聖誕。內容：唱聖誕詩歌、信息、及
派發聖誕禮物。如弟兄姊妹有興趣參加這愛心活
動，請於探訪當日 11am 到教會二樓練習詩歌及預備
禮物，並於午餐後一起出發，如有任何查詢或報名
請聯絡曾毅堅(Danny)執事。
6. 愛心禮物：今年支持「淨水裝置」的運動，幫助需

要社區得到飲用清潔食水，即日起至 12 月 11 日期間
收 集 捐 款 ， 支 票 抬 頭 請 註 明 「 Samaritan's Purse
Canada」，所有捐款可作退稅。請散會後向譚李德莊
(Ellen)姊妹登記接洽。
7. 將臨節：於下主日開始一連四主日(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8 日)，請各兄姊預備身心靈迎接主基督降生。
8. 成長部推出「2016 閱讀計劃」
，鼓勵參予，於本年內

提交閱讀報告可得獎品！請向黃劉淑芬(Shirley)姊妹
索取有關資料。
9. 教會希望能夠多關懷弟兄姊妹。如弟兄姊妹出遊或

身體有軟弱，或知道某肢體有代禱的需要，可通知
教會辦公室，教會定必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代禱。
10. 三堂聯合特別聚會：將於今日 3-5:30pm 在本拿比自

立中華基教會舉行，講題：「後現代文化挑戰下的信
仰反思」
，講員：陳孟賢教授。鼓勵弟兄姊妹參加。
11. 第九屆夫妻節「聖花之戀」
：於 11 月 26 日（本週

六）7:30pm 假高貴林宣道會舉行。門劵可在大堂索
取。詳情請參閱大堂壁報板上的海報資料。

奉獻收入
常費
差傳
短宣
高潔林按揭
合共

粵語部
$2,859.00
$364.00
$0.00
$234.00
$3,457.00

英語部
$696.00
$215.00
$50.00
$0.00
$961.00

上週總數
$3,555.00
$579.00
$50.00
$234.00
$4,418.00

一月至上週收入
$185,565.93
$31,079.25
$5,688.50
$7,441.00
$229,774.68

粵語崇拜
英語崇拜
兒童崇拜
祈禱會(中)

99
51
14
18

教會聚會簡介
主日聚會：
粵語崇拜
粵語主日學
英語崇拜

上午 11:00
上午 9:30
上午 11:00
2016 年 11 月 20 日

祈禱會：

每月第 1 主日上午 9:30
週三晚上 8:00

(每月第一個主日祈禱會後，隨著
的星期三晚上祈禱會便會停一次)

查經小組：
(粵/國)
(粵)

週五晚上 8:00
第 1 和 3 週五晚上 8:00

康樂活動小組：
羽毛球
讚美操

週四晚上 8:00
週四晚上 8:00 及
週六上午 10:00

團契聚會：
粵語：
保羅團 (中文職青) 週六下午 3:00
12 月 3 日：Potluck
約書亞團(成人)
週六早上 11:00
12 月 10 日：探訪安老院
以諾團(年長)
週三早上 10:00
12 月 7 日：查經
英語：
T412(初/高中)
週五晚上 7:00
11 月 25 日：Chapel Tri-City
Vibrant (大專)
週五晚上 7:30
11 月 25 日：Bible Study
Cornerstone(成人)
週五晚上 8:00
12 月 2 日：Community
全年目標
$179,000.00
$35,900.00
$0.00
$15,000.00
$229,900.00

祈求供應 (尚欠)
$6,565.93
($4,820.75)
$5,688.50
($7,559.00)
($125.32)

週五晚上 8:00

本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崇拜進行期間
請關上手提電話及傳呼機
年長不便站立的兄姊
唱詩及牧禱時可不必站立

以讚美之心敬拜神

以聆聽神話語之心敬拜神

以感謝之心敬拜神
以關懷神家之心敬拜神

講員
國語翻譯
主席
領詩
司琴
司事及招待
影音
事務輪值
數點奉獻
迎新
停車場指揮

：黃耀鑫傳道
：劉許幼娣姊妹(在圖書室内)
：梁穗光弟兄
：李健榮弟兄
：黃陳志英姊妹
：曾梁玉儀姊妹 / 鄧桂滿姊妹
：陳君然弟兄 / 岑李蘭英姊妹
：林欣榮弟兄
：梁張惠蓮姊妹 / 譚嘉莉姊妹
：辛嘉寶姊妹 / 孫韻鴻姊妹
：黃雄昌弟兄 / 梁志明弟兄

序樂 .................................................................... 司琴
默禱 .................................................................... 會眾
宣召 .......................... 詩 103:1-2 ....................... 主席
頌讚 .................................................................... 會眾
牧禱 ................................................................ 蔡牧師
讀經 ............ 彌 6:6-8；羅 7:12；西 3:12 ......... 主席
信息 .................... 信仰生命的重塑.............. 黃傳道
回應詩 ................................................................ 會眾
巴拿馬短宣分享 ...........................巴拿馬短宣隊員
奉獻 .................................................................... 會眾
家事報告 ............................................................ 主席
三一頌 ................................................................ 會眾

講員 : 黃耀鑫傳道
講題 : 信仰生命的重塑
講道經文：彌 6:6-8；羅 7:12；西 3:12
大綱：
A. 有關侍奉的困惑

B. 敬虔生命的重塑
(1)行公義

(2)好憐憫

(3)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C. 反思與重塑

祝福 ................................................................ 蔡牧師
阿們頌 ................................................................ 會眾
默禱 .................................................................... 會眾

2016 年 主題： 在愛中彼此建立
代禱事項(請將代禱事項、鼓勵的說話及提供的意見交與蔡牧師或
放入奉獻袋內)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員 ：蔡健強牧師
主席 ：吳志明弟兄
領詩 ：莫陳小嫻姊妹
司琴 ：吳蘇曼渝姊妹
迎新 ：袁淑雲姊妹 /
邱月鳳姊妹

國語翻譯
司事及招待
影音
事務輪值
數點奉獻
停車場指揮

：梁沈玉玲姊妹(在圖書室内)
：陳煥明伉儷
：陳君然弟兄 / 岑李蘭英姊妹
：林欣榮弟兄
：梁張惠蓮姊妹 / 譚嘉莉姊妹
：黃雄昌弟兄 / 梁志明弟兄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教會事工

教會事工

1. 為蔡牧師在教會的事奉代禱，求主使他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2. 為英文部的聘牧和兒童部聘牧的工作代禱。

1. 為蔡牧師在教會的事奉代禱，求主使他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2. 為英文部的聘牧和兒童部聘牧的工作代禱。

3. 為新一屆（2017-2018）的執事及其家人禱告：陳智誠(Sam)、

3. 為新一屆（2017-2018）的執事及其家人禱告：陳智誠(Sam)、

馮國安(Pat)、李佩美(Doris)、莫國璣(Keith)、曾毅堅(Danny)、

馮國安(Pat)、李佩美(Doris)、莫國璣(Keith)、曾毅堅(Danny)、

曾敏賢(Herman)、王鑑勤(Henry)。

曾敏賢(Herman)、王鑑勤(Henry)。

4. 為聖誕節受洗、嬰兒奉獻及轉會的會友禱告。受洗：王樂天(David)、
劉鳳容(Selsa)；嬰兒奉獻：高俊傑(David/Grace)夫婦的兒子高溢信
(Nathan)；轉會：蔡牧師、蔡唐惠萍。

4. 為聖誕節受洗、嬰兒奉獻及轉會的會友禱告。受洗：王樂天(David)、
劉鳳容(Selsa)；嬰兒奉獻：高俊傑(David/Grace)夫婦的兒子高溢信
(Nathan)；轉會：蔡牧師、蔡唐惠萍。

中文部

中文部

1. 為約書亞團契禱告。求神興起新的職員團隊，復興弟兄姊妹的靈
命。
2. 為 12 月 10 日前往 Carlton Gardens Care Residence 的聖誕頌歌探訪
禱告。求神藉著歌頌及福音短講，把福音傳揚。

1. 為約書亞團契禱告。求神興起新的職員團隊，復興弟兄姊妹的靈
命。
2. 為 12 月 10 日前往 Carlton Gardens Care Residence 的聖誕頌歌探訪
禱告。求神藉著歌頌及福音短講，把福音傳揚。

英文部

英文部

1. 為英文部領袖們禱告 (Keith, Sam, Robin, Salina, Valerie, Keith Chan,
Janitta, Queenie, Mati, Jonathan and Alvina)。求神使他們在等待神所
賜的牧者期間，被聖靈充滿，有神的智慧及各樣恩賜，照管神的
小羊。
2. 為英文部會眾禱告。求賜下飢渴慕義的靈，使他們在神的話語及
福音傳揚上有長進，使他們在日常生活各挑戰中，能過與神同行
的生活。

1. 為英文部領袖們禱告 (Keith, Sam, Robin, Salina, Valerie, Keith Chan,
Janitta, Queenie, Mati, Jonathan and Alvina)。求神使他們在等待神所
賜的牧者期間，被聖靈充滿，有神的智慧及各樣恩賜，照管神的
小羊。
2. 為英文部會眾禱告。求賜下飢渴慕義的靈，使他們在神的話語及
福音傳揚上有長進，使他們在日常生活各挑戰中，能過與神同行
的生活。

外遊及軟弱肢體

外遊及軟弱肢體

1. 許陳秀瑛(Betsy)姊妹已於 11 月 4 日在香港完成心臟起搏器手術，
請為她的康復代禱。
2. 為劉鳳容(Selsa)姊妹於 11 月 28 日做肺部的 CT Scan 祈禱。
3. 為陳卓思(Philip)弟兄的背痛祈禱。
4. 記念外遊中的程志剛夫婦(Hollies/Doris)、陳炳坤夫婦
(Raymond/Alice)、陳福洋(Albert)弟兄一家、梁著誠/雍淑明，求神
賜旅途中的平安，並傳福音的好機會。

1.
2.
3.
4.

許陳秀瑛(Betsy)姊妹已於 11 月 4 日在香港完成心臟起搏器手術，
請為她的康復代禱。
為劉鳳容(Selsa)姊妹於 11 月 28 日做肺部的 CT Scan 祈禱。
為陳卓思(Philip)弟兄的背痛祈禱。
記念外遊中的程志剛夫婦(Hollies/Doris)、陳炳坤夫婦
(Raymond/Alice)、陳福洋(Albert)弟兄一家、梁著誠/雍淑明，求
神賜旅途中的平安，並傳福音的好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