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報告

上週各聚會人數

歡迎今早參加崇拜的新朋友及弟兄姊妹。
多謝許樂敏牧師蒞臨分享信息，願主賜福他的家庭
及事奉。
3. 教會祈禱會：週三 (28 日) 8pm 在教會舉行，鼓勵
弟兄姊妹參加，同心為教會守望。
4. 聖餐/合班祈禱會：下主日 (12 月 2 日) 為每月一次的
聖餐主日，請預備身心靈去領受。崇拜前 9:30 有合
班祈禱會，鼓勵各會友參加，一同為教會守望。
5. 2019-2020 年度執事：感謝主！在上主日會友年會中
選出以下 7 位執事：王鑑勤 Henry (主席)、李佩美
Doris 、 吳 德 儒 Gregory 、 吳 志 明 Ivan 、 莫 國 璣
Keith、許詠傑 Lawrence 及陳智誠 S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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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18 聖誕晚會：於 12 月 15 日 (星期六) 6pm 在教會
舉行。餐劵：$10 (13 歲或以上)，$5 (5-12 歲)，4 歲
或以下免費。查詢及購票：程志剛 Hollies 弟兄或
李洪佩君 Olivia 姊妹。截止報名：下主日 (2 日)。
鼓勵邀請親友齊來慶賀及聽福音。
7. 歡樂聖誕頌歌探訪安老院：約書亞團契及兒童部
將於 12 月 8 日 (星期六) 2-3pm 在 Carlton Gardens
Care Residence (4108 Norfolk Street, Burnaby) 探訪該
院舍之長者。當日會以英文聖誕詩歌，信息分享
及派發聖誕禮物，與長者們一起預祝聖誕。如弟
兄姊妹有興趣參加這項有意義之愛心活動，請於
探訪當日 1:45pm 到達該院舍正門集合，查詢或報
名請聯絡蔡師母。
8. 將臨節：於下主日開始一連四主日 (12 月 2-23 日)，
請各兄姊預備身心靈迎接主基督降生。
9. 請為差傳及短宣奉獻短缺禱告：差傳及短宣奉獻至
上主日分別有$12,800 及$15,455 的金額短缺，請記念
教會宣教需要，幫助我們在十一奉獻之外，忠心的
參與差傳及短宣奉獻，也讓我們學習信心功課，經
歷神的豐富供應。
10. 聖誕禮物顯愛心：聖誕禮物顯愛心：已於 11 月 18
日截止接受捐助，謝謝大家愛心支持，今年共籌得
$1,502.90。本堂將全數捐獻 UGM (聯合福音機構) 之
聖誕餐卷籌款活動。
11. 2018 年度的奉獻：如會友要把 2018 年度的奉獻包
括在 2018 年度的奉獻報稅收據內，請於 12 月 30 日
(主日)正午 12 時或之前把奉獻交到教會辦公室，截
數之後收到的奉獻將撥入 2019 年計算。
1.
2.

奉獻收入
常費
差傳
短宣
合共

粵語部
$3,354.20
$360.00
$0.00
$3,714.20

英語部
$700.00
$0.00
$0.00
$700.00

上週總數
$4,054.20
$360.00
$0.00
$4,414.20

一月至上週收入
$207,944.75
$27,936.00
$8,251.00
$244,1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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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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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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 日：籌備聖誕
約書亞團(成人) 週六下午 1:45-3:00
12 月 8 日：報佳音
以諾團(年長)
週三早上 10:00
12 月 5 日：查經
男仕小組：
週一晚上 7:30
12 月 3 日：查經
英語：
T412(初/高中)
週五晚上 7:30
11 月 30 日：The Book of Judges #7
Vibrant (大專)
週五晚上 7:30
1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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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55.25
$12,800.00
$15,455.00
$114,710.25

傳道同工 中文事工牧師：蔡健強牧師
604.306.7893 kkveggie@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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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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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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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樂敏牧師
：王樂天弟兄(在圖書室内）
：吳志明弟兄
：胡辛嘉寶姊妹
：吳蘇曼渝姊妹
：王袁瑞娟姊妹 / 蕭兆娥姊妹
：陳君然弟兄 / 胡偉文弟兄
：程志剛弟兄
：梁張惠蓮姊妹 / 譚嘉莉姊妹
：袁淑雲姊妹 / 陸譚慧文姊妹
：黃雄昌弟兄 / 梁志明弟兄

講員 : 許樂敏牧師
講題 : 軛，Like!
講道經文：耶利米哀歌 3：25-33

序樂 ..................................................................... 司琴
默禱 ..................................................................... 會眾
宣召 ..................................................................... 主席
頌讚 ..................................................................... 會眾
牧禱 ................................................................ 蔡牧師
讀經 .............. 耶利米哀歌 3：25-33 .............. 主席
信息 .......................... 軛，Like! ....................... 許牧師
回應詩 ....................... 祢許可 ............................ 會眾
奉獻 ..................................................................... 會眾
歡迎及家事報告 .......................................... 蔡牧師
三一頌 ................................................................. 會眾
祝福 ................................................................ 蔡牧師
阿們頌 ................................................................. 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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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穗光弟兄
領詩 ：李健榮弟兄
司琴 ：高莫雅怡姊妹
迎新 ：孫韻鴻姊妹 /
蔡琳姊妹

國語翻譯
司事及招待
影音
事務輪值
數點奉獻
停車場指揮
襄禮

：梁沈玉玲姊妹(在圖書室内)
：程志剛伉儷
：胡偉文弟兄
：曾毅堅執事
：黃劉淑芬姊妹 / 譚嘉莉姊妹
：黃志強弟兄 / 陳震澤弟兄
：曾毅堅執事 / 曾敏賢執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