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6 月 11 日
主日崇拜程序
領詩：敬拜小組
司琴：文鳳婷姊妹

1.

司事：鍾梁月華姊妹 何燕翔姊妹
尹懷欣弟兄

迎新： 歡迎主內弟兄姊妹及
慕道朋友參加今天的崇拜。

2.

致謝：今天承蒙加拿大建道
中心主任梁應安牧師蒞臨分
享信息，謹此致謝。

場務：黃高秀嫻姊妹
茶點：鍾慶祥弟兄
3.

序樂 ─ ( 預備心靈，迎見上主 ) ─ 司琴
宣召 ──────────文鏡洪弟兄

頌讚上主的名
讚美 ──────────── 會衆
奉獻 ──────────── 會衆

4.

聆聽上主的話
讀經 ─────── 勞趙旭韻姊妹
詩 8, 林後 13: 11 - 13

關心上主的家
報告 ───────── 盧佳定牧師
代禱 ───────── 盧佳定牧師
宣認所信

5.

使徒信經 ────────── 衆立
講道 ───────── 梁應安牧師
傳道書 3:1-2 希伯來書 2:14-15

領受上主賜福
三一頌───────── 盧佳定牧師
祝福 ───────── 盧佳定牧師
三疊阿門 ───────── 會衆
默禱 ──────────── 會衆
( 彼此問安，分享茶點 )

2017 暑期聖經日營 (VBS) ：將
於 7 月 31 日至 8 月 4 日舉行。
暑期聖經日營需要多位義工參
加事奉團隊，有意者可考慮撥
出 1-2 天參與這項事奉，如有任
何 問 題 請 與 Dorothy Man 聯
絡。

8.

中文電子版程序表：我們教會
的中文電子程序表可以通過電
郵發送給喜歡電子版的人。這
是一個很好的環保措施！如果
弟兄姊妹有興趣加入我們的電
子版行列，請向 Fiana 登記。已
獲得電子版程序表者，請不要
再索取印刷版程序表。

家事分享

影音：黃炎德弟兄 譚世文弟兄

進入上主的殿

7.

6.

祈禱會 : 將於 6 月 14 日
( 三 ) 晚上 8:00 在教會擧
行，歡迎弟兄姊妹參加，一
同為教會守望、祈求和感
恩。
「活力人生」聚會：將於6月
15日﹙四﹚上午11:30在教會
舉行，適合尚年輕和充滿活
力的已退休、將要退休、暫
時不用上班及部分時間工作
的弟兄姊妹參加。查詢請與
葉振明弟兄聯絡。
讚美操
：讚美操將於6月
15日﹙四﹚晚上7時正及6月
17 日 （ 六 ） 早 上 10 時 正 舉
行。歡迎弟兄姊妹邀請朋友
參加。
105 Gibson 中心 第二期擴
建計劃： 弟兄姐妹若要支持
105 Gibson 中 心 的 擴 建 計
劃，可使用特別奉獻封（紅
字印刷），於今主日投入奉
獻袋。

5.

為宣教士 Scott & Kyoko: 在
日本的宣教工作代禱。他們
剛開始了兩個英語班，一個
為男士，另一個為女士。求
主預備參加者，並祝福他們
的服侍。為他們宣教的心志
禱告，在困難和失望中不至
於灰心喪志。

6.

請為王玉梅姐妹在台中宣教
工作禱告。她正試辦啟發課
程，邀請客家朋友參加。求
主賜她智慧和耐性。也請為
在客家人中的福音工作禱
告。

7.

為身體軟弱的肢體禱告,視障
朋友 Roger 接受了腎臟和胰
臟的移植手術。求主保守他
能夠早日康復。為照顧他的
家人禱告，求主加力和讓他
們也有足夠休息。

8.

為尋找工作的弟兄姐妹禱
告，求主賜他們內心平安及
更深經歷神，也為他們預備
適合的工作。

9.

繼四月初伊斯蘭國 ISIS 恐怖
分子在埃及的兩個城市用炸
彈攻擊基督教堂後，一輛滿
載基督徒的巴士遭槍手襲
擊,28 人死亡，數十人受傷。
請為埃及的 Coptic 基督徒禱
告，求主保守他們，讓政府
願意為他們提供保護。也讓
他們有信心留在埃及，免得
這個有兩千多年歷史的教會
在埃及消失。

代禱事項
1.

2.

為尋找英文堂牧者的工作禱告，求
主預備適合英文堂會眾並且忠心的
牧者。
為各執事及關顧 、敬拜、傳道、
總務、基教及英語各部門事工的需
要禱告。

3.

兩年讀經計劃巳完成第一階段，為
此感恩，求主讓弟兄姐妹能繼續堅
持，養成每日親近神閱讀聖經的習
慣。

4.

為 7 月 31-8 月 4 日的暑期聖經班
的籌備工作禱告，求主預備足夠有
負擔的人手。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使命宣言
進到所屬社區見證耶穌基督，使人成為熱切跟隨祂的門徒。

每月金句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
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
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3: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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