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部主日講道大綱

2018.11.11

講題: 『承接使命 (二) : 神的宣教策略 !』
經文: 使徒行傳 4:1-4, 18-21; 5:17-18, 27-32, 40-42
講員: 區應毓 牧師
******************************************************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下主日-

國語部主日崇拜

講題: 『承接使命
(三) : 福音洋溢的群
體 !』
經文: 使徒行傳 2:4247
講員: 黃馮玉賢 牧師

2018年11月04日
主日禱告會 1:30 PM
主日崇拜

2:00 PM

敬拜讚美
從這代到那代 / 寶貴十架

一. 所看見的, 所聽見的, 不能不說（徒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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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順從神, 不順從人, 是應當的 （徒 5:29)

三. 配為這名受辱 （徒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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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祢以外
奇異恩典、不再有捆綁 / 榮耀、榮耀、哈利路亞

代禱
敬聽主言
講題:『承接使命 (二) : 神的宣教策略 !』
經文: 使徒行傳 4:1-4, 18-21; 5:17-18,
27-32, 40-42

講員: 區應毓 牧師
回應詩歌
教會/主愛

奉獻詩歌
一粒麥子

家事報告 / 三一頌 / 祝褔

對抗咒詛，以禱告改變職場的氣候，他要

主日崇拜後活動
3:30-4:00 pm 福音加油站

茶點招待
3:45-4:45pm 迎新會
3:30-5:00pm 孩童-6 年級
4:00-5:00pm 成人主日學

大堂外廊
大堂外廊

B27

各教室
各教室

牧者的話
「衝破職場的消極界限」－
“衝破界限”是主耶穌對每個人的
邀請。
兩千年前，猶太人在政治上受外族
壓迫, 也受苛刻的宗教規條轄制。 主耶
穌看見大眾的勞苦重擔，於是邀請人們接
受他的新生命:“你們要負起我的軛，向
我學習，因為我內心溫和謙卑; 這樣你們
就可給自己找到安息。 因為我的軛是合
適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太 11:2930 新漢語譯本) 。
今天，你我面對好多消極的界限。
有人覺得職場利字當頭，爾虞我詐，沒空
間講信仰，也難堅持操守。有人抱怨受到
不公平待遇; 有人飽受打擊，信心盡失;
有人過分自卑，不斷妥協; 也有人狂妄自
大，圍牆高築，更多人眼見社會深陷欺

讓跟隨他的人發揮天賦潛質和屬靈恩賜，
影響整個社會。
耶穌邀請你與他同工，衝破職場中
的消極界限，你願意嗎?
- 劉家斌 牧師

本週活動
本主日 浸禮班 4:00pm B23
請有感動於 12 月 15 日浸禮的
兄姊，務必參加 11 月 11 日的
浸禮班。
週二 舊約讀經 7:30-9:30pm D57
讀經進度: 何西阿書 9-14 章
哈該書 1-2 章
新約讀經 7:30-9:30pm D56
讀經進度: 啟示錄 10-12 章
週四 生命樹查經班
休息週
區師母
416-272-3313
陸靖姊妹 416-737-9987
週六 以賽亞團契聚會
聚會:靈修分享
2:00pm
A1
孫玉琳姊妹
647-699-9311
以利沙/以西結聯合團契聚會
「與主同工，轉化職場－系列 6
敢於面對現實的工作者!」
6:00pm 愛筵
體育館
7:30pm 聚會
副禮堂
葉丹尼
647-403-6611

騙、貪婪、慾望中，不再相信能有更新的

佈道事工

一天。這些心靈、思維、情緒及信心的界

上週全教會共有 2 位朋友決志，另植堂部
有 1 位朋友決志信主，求神保守栽培和跟
進工作。

限，使我們的工作觀越來越消極。
然而，主耶穌既然應許與你我同
在， 就必然賜能力讓我們站穩。 在逆境
中，他要使我們以恩慈回應邪惡，以祝福

華基第 150 屆浸禮
12 月 15 日(六) ︳ 2pm ︳ 副禮堂
感謝神的恩典，自 1975 至今，已有超
過 4,000 位兄姊接受浸禮，並在基督裡
成長。屆時陳琛儀牧師有短講分享，會

後有拍攝攤位和簡單茶點。歡迎兄姊觀
禮，同頌主恩。

關懷事工
寒冬送暖
寒冬將至，教會贊助之敘利亞新移民家
庭，需要添置禦寒衣物。經執事會通過，
誠邀兄姊經由慈惠奉獻，愛心送暖。奉獻
封上請註明「Winter Care」。
外廊事工桌 ︳今日截止

管家事工
教牧消息
傅再恩牧師今主日前往旺巿華基證道，
請為教會及服侍代禱記念。

兒童事工「拍照日」
11 月 18 日(下主日)
合班和分班拍照。請家長帶子女準時出
席。相片容後以電郵方式發送給家長。
celia.lam@rhccc.ca

和平福音事工
愛善施聖誕禮物鞋盒行動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Shoebox)
鼓勵兄姊籌集一個或以上載有禮物的
鞋盒。

外廊事工桌 ︳ shoebox.rhccc@gmail.com
http://www.samaritanspurse.ca

聘請
教會現誠聘以下職位，詳情請參閱
www.rhccc.ca：
1. 國語部傳道
2. 國語部事工助理(一年合約，部份時間)
3. 英語部關懷事工傳道
4. 兒童青少年部青少年傳道(中學生)
5. 奧城堂兒童及青少年部傳道
截止：11 月 20 日
履歷 phebe.chan@rhccc.ca

上週週六及主日人數及奉獻摘要
平均每週需要*
上週實收

120,241.45

16,718.00
616,000.00

年初至今實收

33,346.00

4,171,915.98

821,160.60 853,918.78

*基於預算$5,919,414(經常), $728,000(建堂)
經常包括感恩奉獻；慈惠奉獻：$12,199.55

旺市堂

11 月 16 日(五) | 7:30-9:30pm
BASIC (7-12 班) Fellowship A/B
AGAPE(9-12 班) Small Group S1/D

宣教

5,008,734.92

12 月 16 日(日) ︳ 1:00p.m.
副禮堂
粵語
教會執委會將會召開會員大會，投票議決 英語
通過接納教會 2019 年度經常、建堂費預
DT Markham
算及其他事項，詳情容後公佈。
國語
會員名單已放在教會詢問處旁，若有疑問，
青少年
請與李陳錦裳姊妹聯絡｜ 221
總數
答問大會
副禮堂
百里巿堂
12 月 1 日(六) ︳ 4:00 p.m.
奧城堂
12 月 2 日(日) ︳ 1:00 p.m.

青少年團契

建堂
14,000.00

年初至今需要*

會員大會

兒童青少年事工

經常
113,834.88

崇拜人數
成人

2317
611

兒童

434

82

9

538

99

164*
3712

基教人數
成人

252
3
204

兒童

76

45

127
542

586

121

163

30

22

179**

54

22

125

33

26

* 2PM青少年與國語堂成人聯合崇拜
**青少年與成人聯合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