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台灣聯合教會 主日禮拜
TUCT Order of Worship
司會: 黃志貞
讀經: 黃志貞
安
靜
敬拜讚美

【本會消息】

司琴: Taylor Sullivan
證道: 伍烱豪牧師
司琴
唐小慧

Meditation prelude
Call to Worship & Singspiration
"EM depart to fellowship room"

祈
禱
主 禱 文

Prayer of Approach & Lord’s Prayer

聖

世紀Hymn#5: 著向主上帝唱新歌(v1.2.4)
PCT#5: O Sing to the Lord

詩

司會

啟 應 文

Responsive Reading:世紀 10 箴言 Proverbs 4:1-13

聖

經

Scripture Reading: 馬太福音 Matthew 14：13-21

聖

詩

講

道

世紀Hymn#58: 主，我欲謳咾你
PCT#58: Praise, I will praise you , Lord
耶穌說(66)：十二籃
Sermon: Twelve Basketfuls

公

禱

Prayers of the Church

聖

詩

世紀Hymn# 56: 天父恩典真正大(sing twice)
PCT#56: Great the mercy of the Lord

【教界消息】

信仰告白

Confession of Faith 使徒信經(Apostles Creed)

奉

Offering

獻

使命金句
報
告

Mission & Golden Verses
Announcements

頌

榮

世紀Hymn# 89: 願上主大仁愛
PCT#89: May the love of the Lord

祝

禱

Benediction

阿 們 頌

Threefold Amen # 200(D)

後

Postlude

奏

1. 歡迎新朋友來教會，禮拜後請來地下室交誼廳交陪。
2. 今日禮拜結束後長輩會(Senior Fellowship) 召開年會，選委員和工
作分配，會後長輩會 kap 婦女團契佇味香村餐館 (Finch &Leslie)
聚餐 (5:30 pm) ， 餐費與去年同(每位 10 元) ，歡迎參加。
3. 後禮拜 1 月 29 日為慶祝農曆新年婦女會將有大家一齊搓圆仔湯
活動，會後有查經班，歡迎參加。
4. 2017 年 2 月 l2 日將舉行多倫多台灣聯合教會 2017 第一階段和會。
將推選一名人事協商小組委員及一位中會代議士後補人.
5. 音樂組邀請會友踴躍參加2月25日(六)下午2:00的228紀念會的獻詩
練習時間: 1月21日、2月4日及18日下午1:00-2:30
地點: TUCT聯合教會，有興趣參加者請與秀妹聯繫

王村田夫婦
司會
司會

CAUC 計劃於2017年3月25日在教會舉辦一個社區晚餐活動，邀請社區
內各個不同的少數民族代表參加，並請參加者帶一些代表性的食物和大
家分享。我們教會也在受邀之內。晚餐之前先有一段討論時間 ，包括
天氣變化，水的保存和節約以及抽取水的方式，會中並邀請多倫多大學
的學生作專題演講。若您有興趣參加，請和主席 Susan Liao 聯絡。
CAUC are planning a community dinner at the Church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our community. We would all contribute
food an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ry new dishes. The dinner will be held on
March 25th, 2017 to coincide with Earth Hour. Prior to the dinner there will
be discussions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extraction. There will be a student speaker from U of T.

【社團消息】
福爾摩莎長青學苑渥太華冰雪節二日遊
時間:2月19日8:00am-20日6:00pm
費用: 225/每人(二人一房)
更多資訊參考樓下公佈欄

司琴

【TUCT Announcement】
1. Welcome New Friends!! Please join us for refreshments downstairs.
2. Senior Group annual Meeting on Jan. 22th after Sunday
Service. After meeting will have dinner together at Asian Legend.
3. Next week: Jan. 29 Ucw will lead us to make ngi ah soup tangyuan
(glutinous rice balls) for lunar year. And Bible Study Class.
4. TUCT 2017 Congregational Meeting Part 1(February 12, 2017 ) will
elect one M & P Committee member and one backup Lay person.
5. Welcome to Join the Adult Choir for 228 Memorial on Feb. 25 at 2:00 pm.
Practice time: Jan. 21, Feb. 4 and 18 from1: 00pm-2: 30 pm
Location: TUCT, please contact with Amy

【公禱事項】 Prayer Request
懇求代禱
為聘請兼任英文牧師、傳道或神學生代禱。
為事工服事、外展及會友信仰來代禱。
為台灣年金改革來代禱，求主保守照顧。
為廖鳳嬌姊妹售台灣南港房產代禱，願神早日順利成交。
請為遠行外出的弟兄姊妹平安代禱，宣告神必定保守堅固與他同在。
外出:葉國基夫婦、林宏充夫婦、鄭英東、廖高義夫婦、林玲娥、
Michael牧師。

疾病醫治
請為本會鍾博龍弟兄(North York Hospital 病房號:West544)請大家持續
代禱，求上帝祝福醫治。
請為本會邱素真姐妹、黃子卿夫婦、林崇輝夫婦、陳詠詩牧師的健
康、及其他身體不適的兄姐代禱，求主保守照顧。

上禮拜出席
Attendance
本週活動
下週活動
下次信息
Topic
下次經文Scripture
服事
司會 Leader
司琴 Pianist
敬拜讚美 Singspiration
招待奉獻 Greeter/Offering
讚美 Anthem
讀經 Scripture Reader
值星 On Duty
投影 PowerPoint Display
廚房 Kitchen
主日學 Sunday School
週間活動
Regular activity
慶生會 Birthday Party
委員會 Board Meeting
禱告會 Prayer meeting
聖歌隊 Choir
長輩會
婦女會
成人查經班Bible Study
小組QT Small Group (五)
合組QT Small Group
樂團小組 Band Group(六)

成人Adult: 48
小孩Children: 2
英語EM: 4
人客Guest:
長輩會
查經班
耶穌說(67)：你真是神的兒子
Truly you are the Son of God
馬太福音 14：24-33
本禮拜Jan.22nd 2017 下禮拜Jan.29th 2017
黃志貞
廖泓淼
Taylor
潘妙玲
EM
唐小慧(B)
王村田夫婦
林俊德夫婦
Hymn
Adult
黃志貞
廖泓淼
陳明雄 / 羅益世
廖泓淼 / 王村田
楊慈美
楊慈美
蕭欣慧 / 謝雪玉
許娟娟 / 張秀滿
Rita
Rita
時間 & 地點
Time & Place
02月 05日禮拜結束後 地下室
02月 05日 Fellowship Room
每週五晚上7:30
每週五晚上8:00
01月22日
02月份
01月29日 4:30pm
01月27日 10:00am Room 5
02月04日 3:30pm
02月04日 2:0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