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会记录 (网上和实体人数) 
 崇拜 主日学 祷告会 

国语 17 (网上) + 89 (实体) = 106 38 16 

英语 14 (网上) + 70 (实体) = 84 14 6 

粤语 53 (网上) + 229 (实体) = 282 41 10 

青少年 37 (实体) --- --- 

儿童 40 (上午) + 26 (下午) = 66 --- --- 

总人数 575 93 32 
 

奉献 
2023 上周奉献 全年迄今奉献 全年目标 

常费 $13,436 $238,338 $971,811 

宣教 $1,735 $32,684 $140,503 

小计 (营运经费：常费 + 宣教) $15,171 $271,022 $1,112,314 

二期建堂 $5,370 $46,096 $86,487 

总奉献(常费 + 宣教 + 二期建堂) $20,541 $317,118 $1,198,801 

 

 
多伦多城北华人宣道会 

North Toronto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11221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ON L4S 1L8      教会网页：www.ntcac.ca 

         教会：(905) 883-4511       办公室：(905) 883-6773 

             建立门徒  荣耀上帝 

                  来跟从我  

 国语崇拜     2023年 5月 14日 
 

欢迎 
每主日清晨我们在他的平安里苏醒，并且准时参加崇拜， 
一同称赞上帝，诵读及聆听他的话语。 
 
 

齐来颂赞 
    歌颂赞美 
十一奉献、祷告代求 
 
齐听圣言  
宣读：哥林多前书 1:8-9 
宣讲：基督徒：蒙神坚固 
 

    齐心回应 
回应诗 
三一颂 

    祝福 
阿门颂 

    迎新、牧者代祷 

教牧团队 

主任牧师 闻伟雄牧师  

副牧师：朱伟东牧师                   国语顾问牧师：罗祖澄牧师     长老：陈信华长老 

粤语：彭孙伟牧师             国语：唐玮泽传道                                   巢立文长老 

英语：Pastor Bryan Fletcher        宣教：李士弘牧师                                   夏子健长老 

青年传道：Pastor Samuel Kim    行政：张李楚芬姊妹                               曾可麟长老 

儿童事工：曾林静娴主任                       骆卢咏华姊妹                               许家龙长老 

杨耀涛长老                                                            

本周圣工人员             5月 14日(星期日) 

讲员：罗祖澄牧师(Rev. Bobby Lo)                          

祈祷：罗祖澄牧师(Rev. Bobby Lo) 

司事：刘悦弟兄 (Laurence)、王亚迪姐妹(Elva)、张雪姐妹 (Snow)、张英姐妹(Dorothy) 

诗歌敬拜：吴清香姐妹(Sisi)及组员 

影音：李力平弟兄(Liping)、张培平弟兄(Jaime) 、游兴执事(Simon)、李曦弟兄(Keanu) 

下周圣工人员          5月 21日(星期日) 

讲员：刘彦玲传道              

祈祷：唐玮泽传道(Pastor Sarah Tang) 

司事：何敏姐妹 (Helen)、葛洪弟兄(David)、丁茁虹姐妹 (Ivy)、殷洁姐妹 

诗歌敬拜：赵晶执事(Ellen)及组员    

影音：杜辉弟兄(Hui)、许静波弟兄(Jason)、牛鹏顺弟兄(Peter)、李曦弟兄(Keanu) 

主日崇拜    祷告会    (5月份) 

2023年 讲员 讲道经文 

5月 7 日 罗祖澄牧师 哥林多前书 1:1-2 

5月 14 日 罗祖澄牧师 哥林多前书 1:8-9  

5月 21 日 刘彦玲传道 以弗所书 1:15-23 

5月 28日 闻伟雄牧师  

崇拜前实体祷告会 : 主日下午 

 1:30-2:00   
实体赞美祷告会: 10 日(唐玮泽传道 Pastor Sarah)、 
24日(游兴执事(Simon))周三晚 7:30 -9 :00 

 

 

＊主日崇拜进行期间，请关掉手机铃声！ ＊ 



欢迎  

欢迎各位莅临参加今天的现场或网上直播崇拜，愿主赐福!若你是新来宾，我们

特别欢迎你，诚意邀请你到接待处留下你的联络资料，以便我们能与你联络及彼

此交谊。 

家事分享  

母亲节  ................................................................................  今天 

今天是母亲节。除了陪伴妈妈及与她庆祝以外，还为妈妈感恩及祷告。 

《我以祷告爱妈妈》：（从十个方面为妈妈祷告） 

1. 为妈妈感谢上帝    2. 愿妈妈认识耶稣       3. 愿妈妈身体健康 

4. 愿妈妈平安无忧    5. 愿妈妈满有智慧       6. 愿爸爸妈妈相爱 

7. 愿妈妈享儿孙福    8. 愿妈妈有好朋友       9. 愿妈妈使人得益 

     10. 祈求主扶持妈妈                           摘录自《灵命日粮》 

*2023 暑期圣经日营 ................................. ...8 月 8 日-18 日  

今年夏天北宣将举办为期两周的暑期圣经日营，主题：Stellar : Shine Jesus’ 

Light。欢迎于今年 6 月完成 JK - 6 年级的孩子参加。 

2023 暑期圣经日营详情如下： 

1). 第一周 8 月 8-11 日，每位$150 

2). 第二周 8 月 14-18 日，每位$185 

3). 第一及第二周 8 月 8-18 日，每位$335 

每周均设有日营时间前后的额外看顾(另收费)。 

在教会网页 www.ntcac.ca 正接受网上报名，直至 5 月 31 日。 

如有查询可电邮 vbs@ntcac.ca 或与陈胡诗敏姐妹 (Belinda)、刘张佩雯姐妹

(Jade)、曾林静娴主任(CMD Christina)联络。 

注：JK/SK 两周全部额满，1 - 6 年级仍接受报名，但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023 暑期圣经日营招募同工 ......................... ...8 月 8 日-18 日  

2023 暑期圣经日营现招募今年儿童暑期圣经班的同工。要求团队的弟兄姐妹是 

1. 基督徒 

2. 于今年 6 月完成第 9 班或以上或成年人 

报名的同工须参加 7 月 31 日至 8 月 4 日(早上 9 时 30 分至下午 4 时 30 分)的培训。 

如果你准备与我们一起事奉，请在教会网页 www.ntcac.ca 报名。如有查询可电邮 

vbs@ntcac.ca 与曾林静娴主任 (CMD Christina) 联络。 

*教会转会申请 .................................................... 

温馨提醒转会的弟兄姐妹们，尽快提交您的申请表，并预留 5 月 25 日(周四)晚上 

8：00－9：30 在 zoom 上参加关于宣道会的课程学习。 

主日崇拜守则、使用礼堂守则 ........................................  

为促进主日崇拜能达至同心赞美喜乐敬拜的气氛，请弟兄姊妹留意以下措施： 

崇拜早到静心灵，手机关铃饮食停；伤风咳嗽戴口罩，衣着端庄不喧闹； 

同行孩童交儿崇，聚会专心道听从；口唱心和赞美神，爱心关顾我先行。 

注：除饮用清水外，请勿饮食！ 

垃圾箱加锁 ......................................................   

鉴于教会近日发现浣熊出没，经常翻乱垃圾。为控制情况，教会已把后方停车场的

大垃圾箱加上活动扣。请弟兄姐妹留意，并切记在弃置垃圾后，把活动扣扣回。多

谢合作！ 

教牧同工行踪 ....................................................   

李士弘牧师 (Rev. Benson Li) 现于北马其顿短宣至 5 月 18 日；期后将于 5 月 19 至

29 日休假，参加东欧宣教旅程，请祷告记念他及家人。 

 

代祷事项  

为教会代祷 

 请祷告记念参加各堂洗礼班的弟兄姐妹。求主坚固他们的信心，带领他们的属

灵生命不断成长，建立团契小组生活，并在洗礼班中努力学习，预备接受浸礼。 

 继续为教会二期扩建祷告。求神保守二期扩建各项筹备和相关工作，让扩建工

程得以顺利进行。 

 请为陈凤冬传道(Pastor Alice) 5 月 14 日至 7 月 11 日在中国医病的行程祷告，

无论是在北京看西医，还是在哈尔滨看中医，求主赐医生智慧能够得到准确的

诊断结果，也给出合适的治疗方案和药物，完全医治她的重症肌无力，使她的

免疫系统全面恢复正常工作。也为她与家人相聚的时间，在国内多个城市的旅

途祷告，求主看顾保守她和家人出入都有平安顺利，好好享受与家人、同学同

处的美好时间，身心灵重新得力。又愿主记念她传福音的心志，使家人、同学

能藉著她的生活见证归信主。 

 李士弘牧师(Rev. Benson Li)、张劲扬弟兄(Alex)、周越红姐妹(Lydia)与王秋颖

姐妹(Vicky)现于北马其顿短宣至 5 月 18 日。请为他们祷告：旅程的平安，有

健康的身体来服侍有需要的人，并让福音进到人群，使人身心灵得医治。 

 为李士弘牧师 (Rev. Benson Li) 将于 5 月 19 至 29 日休假期间参加东欧宣教旅

程祷吿，求主看顾，保守旅程平安。 

 彭刘慧铃师母(Wendy C-mo)将于 5 月 16 至 26 日前往乌干达短宣，求主保守旅

程平安，靠着主的能力去传扬福音。 

 为儿童夏令营的需要代祷。求神继续带领更多义工前来儿童事工服事，作导师

及看顾年幼儿童。 

为世界、国家代祷 

 索马里联邦共和国 － 索马里是一个东非国家，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社会

期望所有索马里人都是穆斯林。穆斯林归主者被视为高价值目标，一旦被发现

可能会被当场杀害。求主赐和平及保护教会与信徒。 

                      

我以祷告
爱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