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会记录 (网上和实体人数) 
 崇拜 主日学 祷告会 

国语 24 (网上) + 61 (实体) = 85 31 8 

英语 14 (网上) + 75 (实体) = 89 23 6 

粤语 40 (网上) + 246 (实体) = 286 37 18 

青少年 32 (实体) --- --- 

儿童 46 (上午) + 18 (下午) = 64 --- --- 

总人数 556 91 32 
 

奉献 
2023 上周奉献 全年迄今奉献 全年目标 

常费 $22,541 $265,859 $971,811 

宣教 $3,898 $37,052 $140,503 

小计 (营运经费：常费 + 宣教) $26,439 $302,911 $1,112,314 

二期建堂 $7,734 $55,340 $86,487 

总奉献(常费 + 宣教 + 二期建堂) $34,173 $35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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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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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 1:16-20 
宣讲：造(做)主门徒－生命工程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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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星期日) 

讲员：闻伟雄牧师(Rev. Stan Man)  

翻译：邹亮弟兄 (Daniel)        

祈祷：唐玮泽传道(Pastor Sarah Tang) 

司事：吴洁姐妹 (Mary)、吴迪姐妹(Cindy)、黄伟弟兄 (Michael)、黄青姐妹(Angie) 

诗歌敬拜：刘磊弟兄(Ellen)及组员    

影音：游兴执事(Simon)、许静波弟兄(Jason)、牛鹏顺弟兄(Peter)、李曦弟兄(Keanu) 

下周圣工人员          6月 4日(星期日) 

讲员：罗祖澄牧师(Rev. Bobby Lo)    

祈祷：罗祖澄牧师(Rev. Bobby Lo) 

圣餐：罗祖澄牧师(Rev. Bobby Lo) 

司事：吴洁姐妹 (Mary)、董翌姐妹(Monica)、于春阳姐妹 (Nancy)、王亚迪姐妹(Elva) 

诗歌敬拜：璀璨姐妹(Chloe)及组员    

影音：张培平弟兄(Jaime)、于秋实姐妹(Anna)、王兰莹姐妹(Bel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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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可福音 1: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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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保安 ...........................................................................................................   

上主日 5 月 21 日下午，由于最后离开教会的家庭未有留意，没有关上教会大门便

离开，令致教会两道大门敞开 17 小时。感谢主保守！未有陌生人或野生动物进入

教会内破坏物件，一切安好。为确保教会安全及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请各堂持

匙人务必特别留意：每当离开教会前，必须与其他持匙人亲身沟通确认，确保有持

匙人负责跟进锁门。亦请各弟兄姊妹通力合作，一同守护我们属灵的家。 

国语堂持匙人名单：唐玮泽传道(Pastor Sarah Tang) ，陈凤冬传道(Pastor Alice 

Chen) ，杨耀涛长老(Elder Sammy Yang) ，董子明执事(Michael) ，黎智勇执事

(Gordon) ，翁玉莲执事(Wendy) ，徐盛胜执事(Sisi) , 游兴执事(Simon) ，陈柏弟兄

(Paul) ，璀璨姐妹(Chloe) ，崔航弟兄(Harry) ，李力平弟兄(Liping) ，吴清香姐妹

(Amy) ，牛鹏顺弟兄(Peter) 。 

2023 会友大会 (AMM)   .....................................................................  6 月 11 日 

日期、时间：6 月 11 日（星期日）下午 1:00（12:15–1pm 注册） 

形式：实体并网上 Zoom 应用程式同步举行 

请会友务必预留时间参加。虽然法定人数最低要求为三分之一的会友(146 人)，但

我们鼓励全体会友出席。 

议程：1. 2022 年度已审核财政报告，会务报告                             

      2.  2023 - 24 年度长老选举   

        (长老提名委员会已完成在三堂中「物色长老候选人，与候选人一同祷 

        告，寻找神的心意」的过程。委员会现提名杨耀涛长老 Sammy 连任一期 

        (两年)、另高智达弟兄 Dennis、李泳伦弟兄 Kristopher、谈嘉辉弟兄 

        David 和曹世昌弟兄 Timothy 为 2023-24 年度长老候选人。已印备各候选 

        人个人资料以供参考，可到接待处索取，亦可电邮办公室 

        office@ntcac.ca 索取。) 

      3. 延长陈信华弟兄 Brent 长老任期一年 

      4. 投票 Chan, Choong & Chang CPA Professional Corporation 为 2023 年度 

         核数师 

      5. 保留会章委员会(Bylaw committee)现有委员(巢立文弟兄 Heman、 

         李家驹弟兄 Tim、闻伟雄牧师 Rev. Stan Man、谈嘉辉弟兄 David 和 

         许家龙弟兄 Daniel) 

备注：若会友于 5 月 31 日(星期三)仍未收到任何电邮，或如有任何查询，请尽早

联络办公室 office@ntcac.ca。 

＊2023 暑期圣经日营 (VBS) 报名截止日期 ................. ...6 月 18 日  

今年北宣的暑期圣经日 (VBS) 营网上 (www.ntcac.ca) 报名，将于 6月 18 日结束。 

1 - 6 年级仍有少量名额，请从速报名。如有查询可电邮 vbs@ntcac.ca 或与陈胡诗

敏姊妹 (Belinda)、刘张佩雯姊妹 (Jade)、曾林静娴主任 (CMD Christina Tsang) 联

络。 

*2023 暑期圣经日营 (VBS) 招募同工申请截止日期 ............. 6 月 18 日 

若你愿意一同在 2023 暑期圣经日营 (VBS) 服侍，请从速到 www.ntcac.ca 报名，网

上报名将于 6 月 18 日结束。如有查询可电邮 vbs@ntcac.ca 与曾林静娴主任 (CMD 

Christina Tsang) 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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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士弘牧师 (Rev. Benson Li) 现正休假至 5 月 29 日，于休假期间参加东欧宣教旅

程；教牧们将于 5 月 30 日 至 6 月 1 日参加宣道会东区区会议；闻伟雄牧师 (Rev. 

Stan Man) 将于 6 月 4 至 9 日休假；请祷告记念他们及为区会议祷告。 

*圣餐 .................................................... 6 月 4 日 

下主日是圣餐主日，诚邀参加网上崇拜的弟兄姊妹先在家里预备饼和葡萄汁(或深

色的果汁)，让我们大家一起领受圣餐，记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代祷事项  

为教会代祷 

 请为 6 月 11 日会友大会的准备祷告，亦为各候选长老祷告，求神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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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为教会各国语团契祷告：迦勒长者团契 (Caleb)、约书亚团契 (Joshua)、耶利

米团契 (Jeremiah) 及但以理团契 (Daniel)。请祷告记念导师、团长、职员及组

长，求主赐他们身、心灵健康，以爱心谦卑服侍弟兄姊妹；求主帮助弟兄姊妹

能互相效力，彼此代祷守望，一起倚靠主作同路人。 

 请为近期多位回国和出外旅行的弟兄姐妹们，以及家庭代祷。求主赐恩保守他

们的旅程，出入平安、遇事顺利、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同享天伦之乐；又愿

赐人恩典和安慰的神与他们，及他们的家人同在，满心欢喜，同沐主爱！ 

 为翁玉莲执事 Wendy 带领的 2023 年北宣国语夏令营祷告，求主预备和感召同

工们愿意委身加入筹委会。愿主赐下智慧和能力，帮助我们在各项预备工作和

活动中都能为着他人得益处，主名得荣耀而尽心尽力的侍奉众人，愿主亲自保

守带领我们手中所作的工，尽都蒙主喜悦。 

为世界、国家代祷 

 俄乌战事仍未结束，造成生灵涂炭。求主怜悯，止息干戈。 


