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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劉傑文牧師蒞臨分享信息，願主賜福他的
家庭及事奉。

3.

教會祈禱會：週三 8pm 在教會舉行，鼓勵弟兄
姊妹參加，同心為教會守望。

4.

5.

6.

7.

8.

9.

洗禮、轉會禮及嬰兒奉獻禮：教會將在 12 月
24 日聖誕節主日舉行洗禮/轉會禮/嬰兒奉獻
禮，如欲報名，請向教會辦公室報名。
2018 秘魯短宣:由蔡牧師帶領,日期如下：6
月 5-12 Cusco 山區探訪 Quechuas；6 月 12-21
利馬探訪華人。有意參加者請在本年底之前
聯絡蔡牧師或 Sharon 姊妹。可參加一隊或兩
隊，求聖靈感動我們一同將福音傳到地極。
【把握時機】課程：於 11 月 6-18 日假慕迪港
頌恩堂舉行。鼓勵弟兄姊妹報名參加。特別
有意參加 2018 秘魯短宣的，務必參加。詳情
請看大堂的海報。教會將支持參加者課程的
一半費用。大堂設有報名處，由 Doris 負責。
巴拿馬短宣：英文部將有六位弟兄姊妹在聖
誕假期間(12/19–1/2)前往巴拿馬短宣，為鼓勵
全教會參與這事工，我們將組織「2017 巴拿
馬禱告鍊」
，由 10/22 至 1/2 每天以禱告記念此
事工。誠意邀請兄姊們參與這禱告鍊行動，
請於崇拜後在大堂登記作他們的禱告勇士。
「家人信主」心願單：為鼓勵向家人傳福音，
教會制作了一張心願卡，盼望弟兄姊妹填寫後
交回教會辦公室。
代禱需要：請將代禱事項交與蔡牧師或放入奉
獻袋內。

10. 蔡牧師今早在西北溫國語頌恩堂證道，請代

禱記念。

奉獻收入
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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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2,2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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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1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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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聚會簡介
主日聚會：
粵語崇拜
粵語主日學
英語崇拜
祈禱會：

上午 11:00
上午 9:15
上午 11:00
2017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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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週三晚祈禱會便暫停一次)

查經小組：
(粵/國)

週五晚上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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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早上 10:00

團契聚會：
粵語：
保羅團 (中文職青) 週六下午 4:00
10 月 28 日：提摩太前書查經
約書亞團(成人)
週六晚上 7:30
10 月 28 日：互為肢體，彼此服事
以諾團(年長)
週三早上 10:00
11 月 1 日：查經
男仕小組：
週一晚上 7:30
10 月 30 日
英語：
T412(初/高中)
週五晚上 7:30
10 月 27 日：Christian Living
Vibrant (大專)
週五晚上 7:30
11 月 3 日：Bible Studies
Cornerstone(成人)
週五晚上 8:00
10 月 27 日：Dessert bake off

全年目標
$252,400.00
$37,900.00
$5,000.00
$8,000.00
$303,300.00

祈求供應 (尚欠)
$41,360.25
$9,895.00
$1,895.00
$5.00
$53,155.25

傳道同工 中文事工牧師：蔡健強牧師
604.306.7893 kkveggie@hotmail.com
義務傳道：馮周厚齡傳道
604.315.8926 rebeccahlfung@gmail.com
中文事工顧問牧師：劉傑文牧師
英文事工顧問牧師：Bill Wong 牧師
教會秘書 呂秀瓊姊妹
604.931.2311 office@cccconline.ca

本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崇拜進行期間
請關上手提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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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傑文牧師
：王樂天弟兄(在圖書室内)
：梁穗光弟兄
：胡辛嘉寶姊妹
：陳珮珩姊妹
：陳煥明伉儷
：高俊傑弟兄 / 陳君然弟兄
：黃浩璋弟兄
：陳君然弟兄 / 黃雄昌弟兄
：陸譚慧文姊妹 / 袁淑雲姊妹
：王鑑勤執事 / 黃雄昌弟兄

講員 : 劉傑文牧師
講題 : 以歡喜快樂的心來稱謝神

講道經文：尼希米記 12:27-47
講道大綱見附頁

序樂 ................................. 司琴
默禱 ................................. 會眾
宣召 ............. 詩篇 8 .............. 主席
頌讚 ................................. 會眾
牧禱 ............................... 劉牧師
讀經 .... 尼希米記 12:27-31、38-44 ..... 主席
信息 .... 以歡喜快樂的心來稱謝神 .... 劉牧師
回應詩 ..... 為何我要歌頌耶穌 ......... 會眾
奉獻 ................................. 會眾
家事報告 ............................. 主席
三一頌 ............................... 會眾
祝福 ............................... 劉牧師
阿們頌 ............................... 會眾
默禱 ................................. 會眾

2017 年 主題： 在愛中彼此建立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員 ：蔡健強牧師
主席 ：馮國安執事
領詩 ：陳蕭綺雯姊妹
司琴 ：莫陳小嫻姊妹
迎新 ：陸譚慧文姊妹 /
袁淑雲姊妹

國語翻譯
司事及招待
影音
事務輪值
數點奉獻
停車場指揮

：王樂天弟兄(在圖書室内)
：曾梁玉儀姊妹 / 蕭兆娥姊妹
：胡偉文弟兄 / 陳君然弟兄
：曾毅堅執事
：陳君然弟兄 / 黃雄昌弟兄
：王鑑勤執事 / 黃雄昌弟兄

2017 年 10 月 22 日代禱事項
﹙*未信或未受洗者﹚

教會事工
1.

為蔡牧師、馮傳道、執事們、各部部長們及教會秘書代禱，求主賜給
他們智慧與靈命，使他們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2.

為英文部聘牧委員會（成員：蔡牧師、Jolland、Jonathan、Keith、Sam、
Alvina），求神帶領賜恩加力。

3.

為兒童部禱告。求神感動人主動並甘心地來事奉，好讓同工們，既有
服事又可以有正常的敬拜。短期內將召開全體服事人員會議，請代禱。

中文部
1.

Magnification 崇拜部—為各崗位服事的兄姊們靈命禱告，藉著屬靈的扎
根生活，使服事更有果子，使榮耀歸給神。今日下午兩點將在教會召
開會議商討事工，請代禱。

2.

Maturity 成長部—為三班主日學禱告：「新生命課程」（蔡牧師帶領）、
「詩篇﹙卷三﹚」（Richard Wong 帶領）、「唐崇榮牧師《希伯來書講道》
視像」﹙岑建威負責﹚。求神賜智慧能力給蔡牧師和老師們，並賜持久
力給學員們，竭力追求認識神。為明晚（23 日）的會議禱告，求神加
力給成長部各同工們。

3.

Membership 會友部— 為部門各事奉兄姊們禱告，求神賜恩加力，也請
記念：
a. 約書亞團契—10 月 28 日聚會「互為肢體，彼此服事」- 盼望弟兄
姊妹都能出席。
b. 保羅團契—將開始查經並背經，以培訓教會下一代的屬靈領袖們。
查經/背經：三《提》書；下次團契日期：10 月 28 日，請切切代禱。
c. 以諾團契—為教會長者恆常學習聖經禱告，求神賜下智慧的心，使
「 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 」﹙詩 92：
14﹚
。下次團契日期：11 月 1 日。

4.

d. 關懷部—請為關懷探訪隊及他們的每月禱告事工會代求，求神記
念他們手中的工作，並藉此加強對教會的整體關懷。為著弟兄姊妹
願意把「家人信主心願單」交回教會代禱，讓我們眾人都能關懷
自己家人的得救。
Ministry 事工部
a. 為「男仕小組」禱告—求神吸引並興起教會的男士們作教會的柱子；
也請為帶領的蔡牧師、Gregory、Hollies 禱告，求神賜他智慧能力，
如何帶領這新小組。下次聚會日期：10 月 30 日。
b. 為讚美操事工禱告，求神藉此吸引弟兄姊妹和新朋友操練身體，
並傳揚福音。

英文部
為英文部領袖們（Keith, Sam, Robin, Salina, Valerie, Keith Chan, Janitta, Queenie,
Mati, Jonathan and Alvina）禱告。
差傳部
1. 為 2018 差傳年會籌備工作禱告。
2.

為英文部在聖誕節期間（12/19-1/2）前往巴拿馬短宣的籌備工作，並參
加者：Sam/Janitta Chan, Du Gan Ma, Martin Zhu, Brian Fong, Kelvin Tsang 禱告。

3.

為「2017 巴拿馬禱告鍊」禱告。這為期由 10/22-1/2 的禱告鍊，是讓全
教會都能以同心合意的禱告參與宣教事工，使多人蒙福，及讓神的名
被高舉；也為參加這禱告鍊每一位弟兄姊妹禱告。

4.

秘魯宣教—求神給教會同心清晰的帶領，藉著遵行「大使命」，經歷神
的應許。也求神賜給教會同心同意開發當地福音禾場，並與 ATEK 夥伴
傳揚和開拓天國給當地居民。請記念將有四次的特別奉獻，為著秘魯
宣教的 ATEK 事工需要，求神感動人在經濟上支持。也求神預備人願意
的心參加 2018 年 6 月 5-21 的山區及城市短宣。

5.

溫島小城宣教—現正籌備明年春季的短宣行程，求神賜給差傳部同工
力量及信心。

6.

為 11 月 6-18「Kairos 課程」禱告，求主感動人心踴躍參加。

個人需要：外遊及軟弱肢體
1. 江燕霞*Ada Li（前會友江伯祥之姊）已於 10 月 7 日主懷安息，求神安
慰家人。
2. 為病痛者禱告：葉錦櫻*Linda、謝志英*、黃志賢*（為康復及全家得救
禱告）。
3. 為旅遊探親的 Chee Ming/Wendy Leung、Vicky Kuan、Dennis/Sabrina、
Pastor Rebecca 禱告，求神保守她們旅途上平安，並賜傳福音的機會。
其他
為加拿大政府禱告，他們將制定大麻合法化的政策，求神掌管並施恩我們
國家，不要犯罪得罪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