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台灣聯合教會 主日禮拜
TUCT Order of Worship
司會: 歐淑娟
讀經: 陳淑娟

【本會消息】

司琴: Taylor Sullivan
證道: 伍烱豪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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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to Worship & Sing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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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Hymn#40: 新的天，新的地(V1.2.4)
PCT#40: New earth, heavens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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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yer of Approach & Lord’s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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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ve Reading:世紀26 彌迦書 Micah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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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 Reading: 以賽亞書Isaiah 66：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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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親像老母
Sermon: He is like a 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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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yers of th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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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世紀Hymn#63: 今日是收成感恩日
PCT#63: This is a joyful day of thanks

Adult Choir

Confession of Faith 使徒信經(Apostles Cr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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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娟/黃滿美

使命金句
報
告

Mission & Golden Verses
Annou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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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Hymn#197: 願主賜福保護你
PBSS#197: The Lord bless thee and keep thee
Ben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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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fold Amen # 200(D)

後

Post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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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報告】
1. Taylor說 雖然他現在每個月多加一次的司琴，但是不要加他的薪水。
2. 請主席Susan按估價單去採購整組音響，價格不能超過ー萬元(包括
税) 。
3. 七月八日開始嘗試增加星期六晩上的華語崇拜，但還需徴詢敬拜團的
意願和教堂是否有空缺可供華語崇拜使用?
4. 賣電子鼓，買ニ手鼓，若有餘款歸入教會。
5. 教會將提供車資補助，辦法如下:
申請人是有需接送的活動會員。
教會將補助車費的 60%，會員自付車費 40%，一趟車費最高補助額
二十元。

【社團消息】

信仰告白
獻

1. 歡迎新朋友來教會，禮拜後請來地下室交誼廳交陪。
2. 今日禮拜結束後咱要拍團體照，請兄姊留步。
結束後共同慶祝母親節及慶生會。
3. 後禮拜禮拜結束後有查經班，歡迎參加。
4. 教會壘球隊 Have Mercy 將於 5 月 20 日起開始進行今年的常規賽練
習，賽程及地點張貼樓下公佈欄。

司會
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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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截止日：5 月 15 日
羅益世 Y-S Columbus Leo (416) 512-7877 (yscleo@rogers.com)
加拿大台灣人權協 THRAC 2017 年會
時間： 2017 年 6 月 3 日(六) 下午 2:30 – 4:30
地點： TUCT 多倫多台灣聯合教會
節目： 台灣原住民傳領域之爭
THRAC 選舉觀察 25 年特展
會後備有茶點，不必購票，歡迎參加，更多資訊參閱樓下公布欄

【TUCT Announcement】
1. CAUC is hiring two summer students to assist in the church office, as well
as with Sunday morning PowerPoint, our Wednesday Drop-Inn, and other
programming. The contract, which begins as soon as possible, runs until
August 26 and pays $12/hour. Students must currently be in school (high
school or post-secondary) and must be planning to return to school in the
fall. Interested applicants should submit their resume to Heather Miller at
office@cummeravenueuc.ca by Monday, May 15.
2. At first we thought we won't have a team, due to lack of players. But we
did scrap together and registered our church's Have Mercy softball team
with the TCSA league. We had a practice, and will begin the regular
season on May 20 this year.
We have 3 players that are carded (passed test) umpires: Cayton Leo,
Janice Yan, and Y-S Columbus Leo. We need more umpires.
We no captain, but 3 Assistant captains this year (nobod. Y-S Columbus
Leo is the Governor and will lead the devotions, with the help of Athrun
Tseng (from another church).
We have many part-time players this year, and can add more players to the
roster at $25/p to the league.

【公禱事項】 Prayer Request
懇求代禱
為教會聘牧及台灣教會代禱。
為事工服事、外展及會友信仰來代禱。
為教協佇九月份邀情台灣歌仔戲團多倫多表演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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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慈美、張秀滿、蘇義隆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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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小孩Children: 6
英語EM:
人客Guest: 1
慶生會 & 母親節聚餐
查經班
耶穌說(81)：一隻羊跟九十九隻羊
馬太福音 18：10-14
本禮拜 May.14th 2017

下禮拜May.21st 2017

歐淑娟
Taylor
田秀妹+A組
陳淑娟 / 黃滿美
Adult
陳淑娟
羅益世 / 盧政義
張霓雲

張秀滿
Taylor
鄭智俐+B組
林柏堂夫婦
Adult
張秀滿
蘇義隆 / 陳明雄
陳淑娟
黃滿美 / 黃志貞
Rita
Rita
時間 & 地點
Time & Place
05月 14日禮拜結束後 地下室
06月 04日 Fellowship Room
每週五晚上7:30
每週五晚上8:00
05月
05月21日 4:30pm
05月19日 10:00am
05月20日 2:00pm

Room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