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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琴: 鄭智俐
證道: 伍烱豪牧師
司琴
黃志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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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地著向上帝來唱歌(V1.2.4)
PCT#2: All people come singing thanks to the Lord

詩

司會

啟 應 文

Responsive Reading:世紀24 耶利米書 Jeremiah 51

聖

經

Scripture Reading: 馬太福音Matthew 18:1-5

聖

詩

講

道

世紀Hymn#69: 上帝慈愛何等奇妙
PCT#69: God’s love is most mysterious
耶穌說(79)：誰最大?
Sermon: Who is the greatest?

公

禱

Prayers of the Church

聖

詩

世紀Hymn#100: 開我目睭互我看見
PCT#100: Open my eyes, that I may see

信仰告白

Confession of Faith 使徒信經(Apostles Creed)

奉

Offering

獻

2017 TAIWAN DAY 台灣傳統節
日期：2017年5月13日(六)
時間：11:00AM – 6:00PM
地點：Woodbine Park, 1695 Queen street East, Toronto, Canada
(Coxwell Ave and Lake Shore Blvd E)

田秀妹 / 張霓雲

Mission & Golden Verses

司會

報

告

Announcements

司會

頌

榮

祝

禱

世紀Hymn#89: 願上主大仁愛
PCT#89: May the love of the Lord
Ben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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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擧行專題座談會，邀請王村田兄主持，題目
是”上帝送給人類絕症的最後一件禮物” ，歡迎參加。
3. 後禮拜禮拜結束後有委員會。
4. 音樂組: 邀請兄姊於 4 月底前提供母親的相片至教會信箱
(tuct.church@gmail.com) ，將於母親節聖歌隊獻詩時播放。
5. 5 月 14 日母親節禮拜後，我們要拍團體照，請大家"穿水水,來 hip 相"
教會亦備有餐點，歡迎邀請親友共同慶祝母親節。

【社團消息】

使命金句

阿 們 頌

【本會消息】

司琴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2017 年 年會
會議時間： 2017 年 6 月 27 日 ～ 2017 年 6 月 29 日
會議地點： Residence Inn by Marriott Muskoka Wharf, ON
邀請重要貴賓"蔡丁貴教授 演講， 以及其他優秀的講師
報名截止日：5 月 15 日
羅益世 Y-S Columbus Leo (416) 512-7877 (yscleo@rogers.com)
更多資訊參考樓下公布欄

【TUCT Announcement】
1. Welcome New Friends!! Please join us for refreshments downstairs.
2. After Sunday Service Senior Fellowship will talk about “The last gift of
God to mankind, and the last exit that God has opened for all desperate
lives” as hosted by Stephen Wang.
3. Next week: Boarding Meeting.
4. Music: you can mail your mothers' photos to tuct.church@gmail.com
before the end of April. That will be shown in Mother's Day while Anthem
by Adult Choir.
5. Photo Day on May 14th after Sunday Service, and welcome to join
Monthly Birthday Party & dinner together to celebrate Mother’s Day.
6. May-August 2017 Church Schedule has been posted to the downstairs.
Any change, please contact the board members of the group or inform Fancy.

【公禱事項】 Prayer Request
懇求代禱
為教會聘牧代禱。
為事工服事、外展及會友信仰來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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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明雄夫婦、溫舒莉、林俊德夫婦、陳淑娟、楊慈美、周阿呅、
張秀滿、廖高義夫婦。

疾病醫治
請為本會鍾博龍弟兄(North York Hospital 病房號:West53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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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團小組 Band Group(六)

成人Adult: 39
小孩Children: 5
英語EM: 4
人客Guest: 9
長輩會
委員會
耶穌說(80)：不使人犯罪
Causing to Stumble
馬太福音 Matthew 18:6-9
本禮拜 Apr.30th 2017

下禮拜May.7th 2017

李淵雅
黃志貞
Taylor
鄭智俐
黃志貞+A組
田秀妹+B組
田秀妹 / 張霓雲
黃志宏夫婦
Adult
Hymn
李淵雅
黃志貞
廖泓淼 / 王村田
廖泓淼 / 王村田
Fancy
張霓雲
蕭欣慧 / 林玲娥
李壽惠 / 林碧玲
Rita
Rita
時間 & 地點
Time & Place
05月 14日禮拜結束後 地下室
05月 07日 Fellowship Room
每週五晚上7:30
每週五晚上8:00
04月30日
05月
05月21日 4:30pm
05月05日 10:00am Room 5
05月06日 2:0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