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語部崇拜講道大綱       2016.12.11 

講題：默想救主名(2) -「以馬內利」!       
經文：馬太福音 1:20-25；以賽亞書 7:1-17 
講員：邵力群傳道 
 
 
 
前言：以馬內利是新舊約聖經的三大主題 

      之一，貫穿人類歷史。 

 

      神的應許，神的國度，神的同在 

 

 

主點一：懼怕．起初是懼怕與神同在； 

        後來懼怕成了沒有神同在的結果 

 

 

主點二：應驗．舊約是神同在的應許； 

        新約中耶穌親身應驗“以馬內利” 

 

 

主點三：成就．本來神可以獨自完成； 

        但是神邀請人共同成就祂的工作 

 

 

 

 

結論：2017“希望年”將要到了，你我如何 

      享受“以馬內利“，並領受祂給你的 

      使命？  
 

 

 

 

 

 

 

 

 

 

 

 

 

 

 

 

 

 

 

 

 

 

 

 

 

 

 

 

 

 

 

 

 

下週主日-  

 

主題：默想救主名 (3)  
     「奇妙策士」! 
經文：以賽亞書 9 : 6 

講員：林志輝牧師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國語部主日崇拜 

2016年12月11日 
2:00PM 

主日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 
盡情的敬拜+榮耀的呼召/ 

因祢與我同行/為耶穌而活 

代禱 

敬聽主言 
讀經 : 馬太福音 1:20-25；以賽亞書 7:1-17 

講題：默想救主名(2) -「以馬內利」!   
講員 : 邵力群傳道 

回應詩/感恩奉獻 

奔跑不放棄 

家事報告 / 迎新 / 三一頌 / 祝褔 

 

 

 

 

 

 

 

 

國語部主任 

傅再恩牧師 

主任牧師 

陳琛儀牧師 

副牧師 

林志輝牧師 岑甘葳玲牧師 

其他各堂崇拜時間 

粵語 
六 5:00PM-6:30PM 
日 8:45AM-10:15AM 
日 11:00AM-12:30PM 

英語成人 
日 9:00AM-10:30AM 
日 11:00AM-12:30PM 

英語青少年 
日 11:00AM-12:15PM 
日 2:00PM-3:15PM 

英語兒童 
日 8:45AM-10:15AM 
日 11:00AM-12:30PM 
日 2:00PM-3:30PM 

地址:  9670 Bayview Ave 
ON L4C 9X9  

電話:  905-884-3399 
傳真:  905-884-9465 
網站:  www.rhccc.ca 
電郵: m.connect@rhccc.ca 



主日敬拜後活動 

3:30-4:00 pm 為病者禱告  ! S1	
福音加油站  !大堂外廊 
茶點招待    !大堂外廊 

 

3:30-5:00 pm 孩童 1-3 年級 !D47 
                4-6 年級    ! SG	room	
3:45-4:45pm 迎新會          !  B27 

成人主日學  各教室 

重要通知  

    教會是神的家，主耶穌基督的身體

和聖靈的殿。 我們可以在教會無條件的

相愛接納; 以單純的心彼此相交;在愛中

彼此建立; 因此在教會的活動範圍內或

借用教會的關係網絡，來銷售個人或公

司的商業產品及服務都是不合宜的。 請

主內兄姊及新來賓留意。 

本週活動  
 

主日 詩班練詩  5:00-6:30pm	 	 ! D43 
 

週二 舊約讀經計劃(2015-2016 年) 
           彌迦書 1-7 章/俄巴底亞書 1 章 

               " 7:30-9:00pm  A! D57 
          新約讀經計劃 
     啟示錄 21-22 章 
     " 7:30-9:00pm    ! D56 
  

週三 探訪隊 
       " 7:10pm         ! B32 
                   ? 姚輝弟兄 $ 647-280-2009	
	
 週四 生命樹查經班 
     主題: 立約的應許、人意的夏甲 
          經文:   創世記 15-16 章 
         "	10:00am-12:00pm   ! D52 

? 區師母   $ 416-272-3313 
? 陸靖姊妹 $ 416-737-9987	 	

	
週五 奉獻者重聚日  

" 7:30 pm     ! 3F 會議室 
     教會為所有正在就讀的神學生，

以及曾經回應過讀神學進修，及
全職奉獻呼召的弟兄姊妹，所辦
的一年一度的聚會，歡迎參加!                     

	
 

週六    以賽亞團契聚會 
" 2:00pm      ! D47 
? 孫玉琳姊妹 $ 647-699-9311 

 

 

       城北華基第142屆浸禮 
% 10月17日  " 2:00pm  !副禮堂 
歡迎兄姊觀禮，同頌主恩。今期

共有 30 位兄姊受浸，芳名請參閱

受浸見證冊，可在外廊索取。 

受浸兄姊請於 12:30pm在 2 樓資

源中心外廊集合。 
 

浸禮分享茶會 " 4:00pm｜! D43 

下主日 
 

詩班練詩  5:00-6:30pm	 	! D43	
小組長預查經  5:00	 	 	 	 	! 2F	 圖書館 

關懷事工 
 

聖誕臨近，為以愛心行動幫助有需要的

人，12 月份執事會議決通過從慈惠奉獻

中撥出$ 40,000 捐贈下列機構：The Jesus 
Network($20,000)用於贊助 400 個禮物籃及

「耶穌傳」DVD 送贈穆斯林社區。烈治

文山市食物銀行($10,000)幫助有需要的家

庭；360Kids($5,000)幫助烈治文山市流浪

街頭的青少年；與及 Yonge Street Mission 
($ 5,000) 幫助低收入人仕。 

敬拜事工 
 

聖誕平安夜(12 月 24 日)敬拜聚會： 
 

 時間 主題 地點 
國 11am 大喜訊息 正禮堂 
粵 5 pm 普世歡騰 正禮堂 

8 pm 真光普照 正禮堂 
兒

童 
(英) 

5 pm “Love, Joy, 
Peace” 

SK-Grade 6 
體育館 
Toddler-JK 
Zone C 

管家事工 

教牧消息 

恭賀張靄玲牧師已順利完成其教育學

博士課程(Ed.D.)，將於 12 月 16 日前往

加州參加畢業典禮。 

聘請 

教會現誠聘以下職位，詳情請參閱

www.rhccc.ca：	
1. 植堂事工部教牧 

2. 兒童部學前兒童事工統籌 

有意者請於 11 月 29 日前將履歷電郵致

Phebe.Chan@rhccc.ca 

孩童奉獻禮 

% 12 月 18 日(日) ︳" 8:45am；11am 
願意把孩童奉獻的兄姊(父母其中一位必

須是城北會員)，請寫「主內關懷」報名 
& joanne.yang@rhccc.ca  (12 月 16 日前) 
? Joanne 姊妹｜$ 249 

栽培事工 

冬季成人主日學 

已經開始，若有疑問，請電郵 
' amanda.zhuo@rhccc.ca 
國語部冬季主日學課程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2 月 

主日學課程 講師 教室 

耶穌生平 傅再恩 2F 會議室 

從信仰到使命 周厚佳 B32-33	
基督徒 

新生命 

何勇/崔雪梅/ 

杜傳洵 B23-24	
讀經/禱告 何勇/張曉燕 D52	
約書亞記/ 

士師記 

劉靈 

 A1	

以弗所書 

陳琦/佟超/ 

王道賓 B28-29	

舊約人物 1 

馬燕/王立峰         

張錫忠/郝杰  B26	

兒童青少年事工 

青少年團契：12 月 16 日(五) 7:30-9:30pm 
BASIC (7&8 班) Bible Study 

! The Hub & B Zone  

AGAPE (9-12 班) MOBS ｜! D Zone 

青少年新一季主日學 

12 月 18 日 (下主日 )為秋季主日學最

後一課；新學期將於 2017 年 1 月 8
日開始。  

上週週六、主日奉獻及人數摘要 

 經常 建堂 宣教   

平均每週需要* 102,769.96 10,659.62 17,307.69   

上週實收 163,758.95 28,231.00 45,670.22   

年初至今需要* 5,035,728.12 522,321.15 848,076.92   

年初至今實收 4,804,116.43 1,029,982.01 966,472.20   

*基於預算$5,344,038(經常), $554,300(建堂), $900,000(宣教) 
經常包括感恩奉獻；慈惠奉獻：$7,811.70 
 

 崇拜人數 基教人數 

成人 兒童 成人 兒童 

粵語 2233 
384 

264 
79 

英語 581 13 
國語 546 142 136 55 
青少年 130*  141  
總數 3490 526 554 134 
百里 61  34 32 
奧城 139  15 50 
旺市 79  29 38 
上週New City Church Toronto出席人數及奉獻： 
56成人, 10兒童, 奉獻 $4230 
* 2PM青少年與國語堂成人聯合崇拜 

聯會消息 

《華基家訊》12月號 

吳克定牧師分享重尋失落的平安，區應

毓牧師講一帶一路福音傳，謝安國牧師

回答如何看安樂死等。網上閱讀

www.acem.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