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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 執事選舉會友大會：將於 11 月 18
日(主日)下午 1:30 召開。將會從 9 位執事候選
人（李佩美 Doris、吳德儒 Gregory、王鑑勤
Henry、吳志明 Ivan、莫國璣 Keith、許詠傑
Lawrence、馬致達 Mati、陳智誠 Sam、李彥
William）中選出 7 位 2019-2020 度的執事。依
據教會新附例乙部第 4a 段，有投票權利會友
名單已張貼在辦公室外的壁報板上，請會友
參閱及務要出席會議。當日設有午餐供應。
請代禱。

5.

6.

7.

2018 聖誕晚會：於 12 月 15 日（星期六）在教
會舉行。晚餐在六時舉行，表演、歌唱及抽
獎 在 7:30pm 開 始 。 餐 劵 ： $10 （ 13 歲 或 以
上），$5（5-12 歲），4 歲或以下免費。名額
150 名。查詢及購票：程志剛 Hollies 弟兄或李
洪佩君 Olivia 姊妹。購票日期由 11 月 18 日開
始至 12 月 2 日或額滿即止。鼓勵邀請朋友齊
來慶賀。
聖誕禮物顯愛心： 本堂今年將會支持 UGM
（聯合福音機構）之聖誕餐卷捐獻大行動。
捐助形式可以餐卷數量或以捐助金額作單
位。接受捐助至 11 月 18 日，詳情請向李洪佩
君 Olivia 姊妹查詢及填寫捐助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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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教會辦公室：於本週二（13 日）國殤紀念日
補假休息。

9.

蔡牧師今早於英文部講道。
奉獻收入
常費
差傳
短宣
合共

粵語部
$7,631.75
$1,190.00
$50.00
$8,871.75

英語部
$203.25
$0.00
$0.00
$203.25

上週總數
$7,835.00
$1,190.00
$50.00
$9,075.00

一月至上週收入
$196,865.85
$27,016.00
$8,251.00
$232,13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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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崇拜
英語崇拜
兒童崇拜
祈禱會(中)

教會聚會簡介
主日聚會：
粵語崇拜
粵語主日學
英語崇拜
AWANA
兒童主日學
祈禱會：

上午 11:00
上午 9:15
上午 11:00
上午 11:00
上午 9:30

2018 年 1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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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

週五晚上 7:30

活動小組：
讚美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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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7 日：籌備聖誕
約書亞團(成人)
週六晚上 7:30
11 月 24 日：齊心就事成
以諾團(年長)
週三早上 10:00
11 月 21 日：短宣學員分享週
男仕小組：
週一晚上 7:30
11 月 19 日：約翰福音裏的神蹟
英語：
T412(初/高中)
週五晚上 7:30
11 月 16 日：The Book of Judges #6
Vibrant (大專)
週五晚上 7:30
11 月 16 日：TQ
Cornerstone(成人)
週五晚上 8:00
12 月 21 日：TBD

全年目標
$294,400.00
$40,736.00
$23,706.00
$358,842.00

祈求供應 (尚欠)
$97,534.15
$13,720.00
$15,455.00
$126,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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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歡迎及關懷之心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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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許幼娣姊妹(在圖書室内）
：梁沈玉玲姊妹
：李健榮弟兄
：莫陳小嫻姊妹
：曾梁玉儀姊妹 / 鄧桂滿姊妹
：陳君然弟兄 / 胡偉文弟兄
：黃浩璋弟兄
：梁張惠蓮姊妹 / 黃雄昌弟兄
：胡辛嘉寶姊妹 / 孫韻鴻姊妹
：王鑑勤執事 / 梁志明弟兄

序樂 ..................................................................... 司琴
默禱 ..................................................................... 會眾
宣召 ..................................................................... 主席
頌讚 ..................................................................... 會眾
牧禱 ................................................................ 劉牧師
讀經 ................. 腓立比書 1:12-26 ................. 主席
信息 .............我要歡喜,並且還要歡喜 ......... 劉牧師
回應詩 ................. 榮耀歸主基督 ..................... 會眾
奉獻 ..................................................................... 會眾
歡迎及家事報告 ............................................... 主席
三一頌 ................................................................. 會眾
祝福 ................................................................ 劉牧師
阿們頌 ................................................................. 會眾

講員 : 劉傑文牧師
講題 : 我要歡喜,並且還要歡喜
講道經文：腓立比書 1:12-26
引言：腓立比教會是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中,在歐洲建立的第一間教會
(徒 16 章), 是十分關心保羅,又是惟一在經濟上支持他的教會(4:15)。
故當保羅在羅馬坐監等候審訊時, 他特別寫信給他們報告近況,並且安
慰、鼓勵和教導他們。
A. 因福音大大興旺而喜樂(1:12-18 上; 參羅 1:10-15)
1. 保羅的捆鎖興旺了福音(12-14 節)
a. 在御營全軍中(13 節; 參徒 28:16,30-31;腓 4:22)
b. 在羅馬信徒中(14 節)
2. 人的真心和假意也興旺了福音(15-18 節上)
B. 對未來充滿信心的喜樂(1:19-26）
1. 深信至終得享救恩, 被顯義。(19 節;參伯 13:16;
提後 4:8,18)
2. 深信無論生死, 皆能尊榮基督。(20 節)
3. 深信無論生或死對他來說都是好的。(21-24 節)
a. 「活著就是基督」
。(參加 2:20,西 3:4)
b. 「死了就有益處」,更是「好得無比」
。
4. 深信仍活下去, 讓教會在信心上更長進和喜樂。(25-26 節)
結語：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榮耀上帝(羅 11:36；林前 10:31 等)，並以
祂爲樂,直到永遠(詩 73:24-26；約 17:22-24 等)。而新舊約聖經中神的
話，是指導我們榮耀祂，並以祂為樂的惟一準則。(威斯敏斯德小要理問
答,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默禱 ......................................................... 會眾

2018 年主題：愛神…愛神的…愛神所愛的…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員 ：蔡健強牧師
主席 ：林周厚頤姊妹
領詩 ：莫陳小嫻姊妹
司琴 ：高莫雅怡姊妹
迎新 ：胡辛嘉寶姊妹/
孫韻鴻姊妹

國語翻譯
司事及招待
影音
事務輪值
數點奉獻
停車場指揮

：蔡琳姊妹 (在圖書室内)
：周悅慈姊妹 / 鄧桂滿姊妹
：岑李蘭英姊妹 / 陳煥明弟兄
：曾毅堅執事
：梁張惠蓮姊妹 / 陳君然弟兄
：黃雄昌弟兄 / 梁志明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